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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齊任小鳳姐嘉賓放笑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徐小
鳳(小鳳姐)第四晚紅館個唱請來任賢齊
(小齊) 擔任嘉賓，與盧海鵬大放笑彈，
小齊更叫鵬哥試咪。小齊上台後本來
想擁抱小鳳姐，但因小鳳姐裙尾太長
埋不到身，小鳳姐就笑對小齊說：
「你可以踩我條尾，踩上我條裙到！
第二個踩就唔得，你一定得。」之後
小鳳姐又叫小齊講廣東話。小齊自爆
講廣東話經常話，他笑說：「我每次
同人講，大家好，我係任人砌，都只
係聽到那些人狂笑。」小鳳姐就扮小
齊用唔鹹唔淡的廣東話回敬人：「哎
也，任人砌，謝謝你今晚上來鋪床(捧
場)。 」引來全場大笑。之後小齊又帶
領全場大合唱《浪子心聲》、《對面
的女孩看過來》，最後二人合唱一曲
《浪子心聲》，全紅館更是萬人齊伴
唱，氣氛高脹。

安歌部分出場的鵬哥，被小鳳姐大
讚他愈來愈靚，身材一晚比一晚勁。
鵬哥就答她因自己發育遲。說罷邊自
摸個胸邊搞笑說：「昨晚就死實實，
今晚就鬆鬆咁。」扮了小鳳姐多年的
鵬哥又衷心表示真的不捨得不扮，由
其演唱會就更加要扮。
之後小齊手拿鮮花代表鵬哥送給小
鳳姐，當見到鵬哥時他就忍不住大笑
說：「嘩，你個波好大粒。」又表示
江湖傳聞盧海鵬試咪是件不得了的
事，話盧海鵬試咪全部人要暈低，我
未聽過，究竟係點？鵬哥聞言也忍不
住狂笑回應：「嘩，你唔係喺小鳳姐
個騷夠膽叫我搞這些呀？」最後小齊
講了上聯 「盧海鵬試咪」，鵬哥竟將
下聯改為「徐小鳳最威！」全場觀眾
大笑及拍爛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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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co)、陳小春、陳慧琳（Kelly）、鄭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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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春只拍照，未有
接受訪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黃宗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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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楊崢已歸還古董車

A31

■風頭人物黃宗澤
單拖現身澳門。

怡（Yumiko）、官恩娜等人昨晚到澳門出席
集團晚宴活動，做了惠州政協的陳小春，昨
晚未有帶同太太應采兒到場，更表示不會接

郭富城讚全智賢有氣質

受訪問。黃宗澤與楊崢公開戀情後負面新聞
不斷，更盛傳楊崢有私生子，昨晚 Bosco 拒
絕回應傳言，並說：「當事人已經回應，不
是事實的不用說。」

黃宗澤與楊崢公開戀情後，楊崢負面新聞不斷，
更盛傳楊崢有私生子，昨晚 Bosco 拒絕回應傳

身穿吊帶裙的陳慧琳昨晚帶病出席活動表演唱歌，

賈曉晨讚 JC

形象似女神

兩導演英年早逝

■傅嘉莉與組合糖兄妹率領
一眾參賽者做熱身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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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導演協會籲重視健康

《卡拉是條狗》《租期》等。
21 日，享有「南方第一剪」美譽的上
影著名剪輯師藍為潔因病離世，享年 86
歲。上海電影家協會副主席石川在微博
中向她致敬：藍為潔是湯曉丹導演夫
人，作為母親養育了湯沐黎、湯沐海兩
位享譽世界的大藝術家，作為剪輯大師
曾剪出《巴山夜雨》、《城南舊事》
《苦惱人的笑》、《南昌起義》、《廖
仲愷》等多部經典！
22 日，導演袁牧女因心臟病猝發去
世，享年 57 歲。她曾執導電視劇《南唐
遺事》、《母女情》，獲飛天獎及金鷹
五個一等國家級、省部級獎項數十次，
蒙特卡羅金仙女獎等國際獎 4次。得知袁
牧女突然去世的消息，多圈中影人紛紛
在微博上表達悼念。
中國電影導演協會的官微中也告誡業
內要重視導演群體的亞健康問題，工作
超負荷，綜合壓力集中在導演身上，需
要行業自身和社會關注。導演協會會長
李少紅則呼籲還在奮鬥的導演們要保重
身體，中國電影的路還很長，電影需要
你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傅嘉莉（Kelly）與組合糖兄妹等，
昨日以仁人家園大使身份，到馬鞍
山烏溪沙青年新村出席《赤腳
BUILDER 慈善行活動》開步禮，
他們率領一眾參賽者做熱身運動。
Kelly 表示早前生日都有捐款到該
慈善機構，希望幫到有需要人士建
房子，去年曾跟大會地內地山區探
訪的她，自覺真的好幸福，希望更
加努力賺錢，將來可以捐得更多。
一直努力儲錢買樓的 Kelly，表示
一直有留意樓市，夢想在三十歲前
擁有五個私人物業，但政府樓市辣
招不肯收回，自己都未敢再入市，
但亦有利有弊，樓價回落，青年人
可以上車是好事。

鼓勵青年人買樓

中通社電 近幾日來中國影視界四大
將孫羽、路學長、藍為潔、袁牧女接連
去世，他們生前出品多部為人稱道的代
表作，許多同行都表示哀悼。路學長、
袁牧女更是英年早逝，同行們在痛心的
同時，也紛紛感慨導演是一個高危行
業，中國電影導演協會呼籲還在奮鬥的
導演們要重視健康問題。
2 月 19 日，原長影著名導演、電影藝
術家孫羽在北京病逝，享年 80 歲。他曾
在《黎明的河邊》、《我們村裡的年輕
人》等多部影片中有過精彩表演。上世
紀 70 年代起，他開始展露導演才華，獨
立執導《丫丫》、《花開花落》、《綠
色錢包》等影片。1982 年他執導了電影
《人到中年》，將一代中年知識分子的
困境與崇高精神表現得入木三分，影片
獲得了多方肯定。
20日，導演路學長突然因病去世，年僅
49歲，且是在參加完中國電影導演協會的
一次看片討論會之後，於回家途中突然發
病，不幸去世；他與王小帥、陸川、賈樟
柯等人同為中國電影第六代導演，導演電
影作品包括《長大成人》、《非常夏日》

傅嘉莉

香港文匯報訊 賈曉晨（JJ）昨日為自編自導自演的微
電影《愛情是什麼》舉行記招，電影女主角 Jessica.C 亦
有現身，JJ 在台上獻唱主題曲《今生他世不遇上》時，
音響出現問題停了，播放預告片時又沒有聲音，JJ 直言
出現三次問題，很尷尬，綵排時沒有的，剛在台上亦不
知是否繼續唱，真不知所措。
JJ大讚女主角Jessica.C：「她的形象適做女神的角色，
(JC 有否性感演出？)，正常的性感，她原本會用廣東話
講對白，可是只說了數句，之後全用英文講。」問到 JJ
為請男友樊少皇演出？她解釋度不到期，角色又不適合
他。她透露電影中兩首歌是由
男友創作，當中《平衡宇宙》
是自己與男友首次合唱，問到
會否考慮情侶檔工作？JJ 稱：
「這次他創作的歌可以的，他
想做音樂人唱歌和寫歌，今次
圓了他的夢想。（情侶檔登台
演出？）因為他在內地拍劇，
還未度到期，希望將來可以一
齊唱歌，四月我出唱片希望
他可以來。」
JC 表示今次拍微電
■ Jessica.C
影很有趣：「我好害
親吻賈曉晨以
羞的，幸好 JJ 就可以幫
多謝對方讓她
自己放鬆，她很好，拍
做女主角。
攝時肯講解給我聽。」

新婚的鄭希怡昨晚與老公梁學儲一同到來，Yumiko
否認是夫妻檔來賺錢，因為他們是和老闆相識多年的
朋友，特別一同來恭賀。Yumiko 又透露近日的聲沙
情況變嚴重，醫生證實她聲帶生繭要做手術，她說：
「平日說話用錯聲或經常大笑，影響到聲帶出現問
題，已經決定接受醫生意見，準備 3 月做手術。」
Yumiko 表示仍想唱歌出唱片，所以手術後預計要繼
續養聲帶，原定 6 月出碟計劃會延遲兩、三個月，希
望以最佳狀態錄音。她笑道：「自己禁言期間相信老
公會最開心，其實我本身說話不多，但老公總覺得老
婆很煩。」

全智賢，問城城可覺得舒淇可駕奴得
來？城城說：「不敢講，大家不同韻
味，最緊要看觀眾接不接受，好多事
都係天時地利人和。」
提到前緋聞女友苟芸慧病癒變索，
城城聞言笑笑口說：「每個人都會唔
舒服，大家都會關心，從你(記者)口中
得知她康復，始終女仔要時間調理。
（可有留意她弗了？）這件事不說，
怕大家誤會。（有否聯絡？）私人事
不講。」

郭富城自爆有追看韓劇
■
《《來自星星的你》。

陳慧琳帶病唱歌

Yumiko聲帶生繭老公開心

陳
■慧琳換上春裝
示人。

言，並說：「當事人已經回應，不是事實的不用
說。」有報道話楊崢想氹黃宗澤買樓，黃宗澤就話：
「依家嘅樓市，睇樓都戇居，根本冇睇樓。」又有指
楊崢拒絕歸還 Bosco 的古董車，他澄清：「用完喇，
還咗。借車還車咁小事，但搞到大家多聯想，咁敏
感。」
問到咁仲係咪男女朋友拍拖？黃宗澤嘆了口氣：
「搞到咁樣……我廿幾歲人，都係諗住正經識個人拍
下拖，但搞到全港七百萬人同我拍拖，咁點拍？」又
續說：「搞咁耐，煩到全香港的人，也很抱歉。」咁
你同楊崢依家係乜嘢關係？他說：「兩個人嘅嘢，兩
個人知就得。」對於黃媽媽不喜歡楊崢之傳聞，黃宗
澤表示是家事，不予回應。

原來她被愛兒傳染感冒，她早前帶「小籠包」參加學
前班入學試，幸好兒子能醒目地回答老師提問，老師
試後更送他一包餅作獎勵，希望結果能順利入讀，
她說：「我還比兒子更緊張，但又要扮不緊張，只
好用眼尾偷看他。」

香港文匯報訊 郭富城昨日以頒獎
嘉賓身份於亞洲搏覽館出席《浪琴表
香港馬術大師賽》活動，第二年參加
此活動的城城自言見到今年活動較去
年辦得更成功，不但入場市民多過去
年，連場地佈置也十分吸引，可以一
家大細前來參觀，不過城城則未試
過玩馬術大賽，只有學騎馬而已：
「早前我找了一個很有名的女騎
師教騎馬，練習過程為是希望日
後工作上騎馬坐姿可以更靚，不
過我無型，騎手就型。」
提到韓劇《來自星星的你》近期
hit 爆，有指韓國 SBS 電視台有意自製
華語電影版，女主角千頌伊還是保留
由全智賢飾演，但男主角都敏俊就會
從中港台三地物色人選，未知他可有
興趣拍攝？城城說：「都敏俊這角色
是好好發揮，自己都看了少少，但沒
時間追，近期忙於拍廣告和排舞。」
不過城城大讚全智賢：「她個底一直
打得好好，本身好有氣質，這是無人
可以拿走的，所以演這類角色很適合
她。」對於電影公司有意找舒淇取待

同場的糖妹表示年前曾跟團體
到過雲南砌磚頭建屋，目睹當地人
赤腳走路，感覺非常深刻，所以返
港不忘行善回饋社會。出席過活動
後，糖兄妹將出發到台灣拍攝
MV，提到台灣發生地震，糖妹直
言有點擔心，雖然已經震完，但擔
心會有餘震，台灣朋友都叫她小心
一點，並已問台灣的朋友若有事如
何走避。雖然擔心但糖妹更擔心上
鏡唔靚，她說：「我沒有準備救命
包，反而整個行李箱都是拍攝的服
裝及減肥喱，希望最後一擊努力
修身，在 MV 盡量瘦一點。」另
外，糖兄昨日獲大會安排背起糖妹
走石春路，他笑言為了慈善一定會
豁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