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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無綫新劇
《再戰明天》昨日於赤柱懲教署職員訓練學院
拍攝一場防暴演習戲分，動員劇中大部分演員
包括吳啟華、朱千雪、黃心穎與黃德斌等參與
演出，各人重裝上陣，啟華苦笑拍這場戲好辛
苦，因要戴上防毒面具之後，感覺呼吸相當困
難，還好是現在天氣較冷，穿上重裝也不會太
過焗促，只是郁動時行動有點遲緩。
吳啟華指之前他拍了一場被特約演員以利器

插穿他的大動脈場面，該場戲感覺上都有性命
危險，流很多血比較血腥。吳啟華表示他拍該
劇也曾受傷，就在拍一場給爽身粉潑面的戲，
他做避開動作時不慎跣倒在地上，他帶笑說：
「還好我平日有做運動，否則老人家不可以跌
倒的！」
朱千雪與黃心穎穿上防暴裝束給傳媒拍照，

二人笑指一點也不辛苦，反之是很有型有格，
心穎指她穿上護膝，即使體能不夠好跌倒也不
怕，像之前他拍完一場戲在沙灘上訓練體能，
翌日起來已經周身酸痛。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黃秋生與黎芷珊合作
主持的節目《燭光晚
餐》昨日進行錄影，邀
得視后陳慧珊及蔡少芬
擔任嘉賓，而陳慧珊近
日被指發生家暴，昨日
眉角仍貼上膠布，但她作
出否認指其實是湊女到公園
踩單車時遭車門撞傷。
陳慧珊接受訪問時透露其左眉角

貼上膠布，事緣在新年期間，她偕女
兒到樓下公園踩單車，在打開座駕車
門取物件時，由於一心為照顧女兒，
卻不慎撞向車門角，左邊近眉頭位置
「Ｔ」字形爆開了，她用手掩着傷口
一望，已經看到手指罅隙染滿了血，她跟女兒也很冷
靜，她着女兒叫爸爸落樓來看她，幸好當時女兒揹着
一個急救袋，老公即時替她進行消毒和止血，不過仍
要到醫院由美容醫生縫了約4、5針。問會否擔心留下
疤痕？陳慧珊說：「應該不會，但也預了，少少都無
所謂！」但有報道指她的傷勢懷疑是家暴造成？陳慧
珊回應說：「這樣說無人信，我沒看到，但太過分和
離譜，你們不知我老公有幾好，家事也不用講出來，
這很過分要收斂一下，我也曾經做過記者，明白記者
的職責，但不應太過分，我也不會特別去澄清，影迷
知我沒事就可以了。」另談到她正修讀碩士學位，7
月完成論文應可畢業，她笑言現讀書讀上癮，可能會
再讀博士學位。

蔡少芬同樣傷痕纍纍
蔡少芬(Ａda)也有關心陳慧珊傷勢，也希望她不會
留有疤痕，她十多年前跟黎美嫻去旅行時也曾弄傷眼
下的位置血流如注，現仍留有少許疤痕。Ａda希望這

些意外不好發生在她女兒身上，不過之前試過湊細女時，
女兒一手拉着蒸氣機，內裡的滾水倒到Ａda雙腿之上，傷
癒過程中要老公為她刺穿水泡，現雙腿仍留下疤痕，她苦
笑說：「做媽媽就是這樣了！」
問會否再追個仔？Ａda沾沾自滿指自己身材好不介意再
生，但老公卻說湊兩個女已很累，且老爺奶奶也沒所謂，
反之是她母親想她再生個仔。

香港文匯報訊資深藝人午馬（原名馮宏源）
本月4日因肺癌病逝，由午馬家屬、治喪委員
會及演藝人協會主理的公祭儀式將於本周四
（27日）舉行，安排時段讓公眾拜祭，翌日(28
日)辭靈出殯。成龍、石天、姜大偉、岳華、曾
志偉、狄龍、洪金寶及唐季禮將會為午馬扶
靈。

吳啟華拍新劇有危險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汪明荃（阿
姐）昨日為代言的寢室用品拍攝廣告，廣告中
阿姐會以多個造型示人，其中一個更由頭紅到
落腳。阿姐表示與品牌合作已有廿多年。問到
阿姐今次的酬勞可有加碼？她坦言加了點。談
到選擇床褥，阿姐表示對這一方面很緊張，自
己喜歡較硬及厚身的。問到老公羅家英哥呢？
她說：「你見到佢時問佢。」
提到品牌有意邀請人氣韓劇《來自星星的

你》男、女主角金秀賢和全智賢來港為產品宣
傳，問可阿姐想與二人合作？阿姐聞言即表示
有興趣：「梗係好啦，咁紅，咁受歡迎，不過
我無睇，但聽到好多人講。」阿姐表示曾睇過
全智賢的戲，但男的就未睇過，不過覺得他好靚
仔。問阿姐是否喜歡睇靚仔？她笑道：「梗係，
養眼啲。」問到阿姐會否翻看《來》劇？她卻反
問有多少集，當知道有21集，她就說：「都
OK，唔係太長，之前睇過《大長金》，韓劇
是幾好睇，節奏無咁快，畀演員有得發揮。
（現在很少看港劇？）現在看新聞為主。」

爆Bosco不認真對待新戀情
談到有傳剛家英哥剛採用最新科技切除肝臟

腫瘤，阿姐昨出即時否認：「不是真的！（報
道指要二十萬？）梗係昂貴啲，咁大個手
術。」阿姐透露家英哥現時飲食沒有受影響，
加上他平時也不是暴飲暴食的人，有空他早上
相約朋友飲茶，晚上就在家看球賽，生活悠
閒，她也有多抽時間陪他。有指二人是分開居

住，因家英哥身體不適才一起住，阿姐作出否
認。
此外，提到近日傳出黃宗澤(Bosco ) 與楊崢
分手，阿姐表示不知道。問到可會叫Bosco帶
埋女友給她見？未見過楊崢的阿姐心直口快
說：「唔使喇，等佢認真先。（覺得他們唔認
真？）咁快就散，你話呢？」
品牌老闆娘翁嘉穗被問到是否有意邀請金秀

賢和全智賢來港出席產品宣傳活動？她承認有
此計劃，但仍是很初步的接洽，未落實。

阿姐讚金秀賢靚仔盼合作

車門撞傷眉角入院縫針

陳慧珊否認遭家暴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植毅儀）宣
萱昨日出席
活動，被問
到因與鄰居
因泊車問題
發生爭執，
被對方用粗
言穢語辱罵
及 拍 攝 短
片，就連宣
萱的母親亦
是受害者被
對方用粗口
破口大罵，
最終要報警
處理一事，她坦言已經備了兩次案，自己亦問
了律師和警察朋友的意見，但不可以說太多。
問到會否擔心其人生安全？她說：「我從未

接觸過這種人，真是大開眼界，如果將來有這
種角色我也知道要如何演繹；成條片段是不能
出街，太多粗口！（會否因此搬？）我搬進該
屋苑約一年多，不會因此事而搬走，管理處亦
有作出處理。也不是很大的事，不會感到不開
心，當是接觸不同類型的人。」

成龍 曾志偉 狄龍
為午馬扶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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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上，英皇集團老闆宣布未來大計，當
中與周慧敏（Vivian）合作推出福音

碟，基仔與祖兒代表公司介紹Vivian出場，
而基仔更會為Vivian監製其中一首歌。
謝霆鋒早前去了澳洲拍攝其主持的飲食節
目《十二道峰味》，並請了張家輝做嘉賓，
首次做飲食節目的霆鋒表示比想像中困難，
因為經常打風落雨，打算再去澳洲拍多次。
他又透露下月3號會去法國拍攝第二集，嘉賓
就請到內地女星趙薇及范冰冰，而嘉賓方面
都是他親自邀請。 提到其前妻張栢芝現同兩
名兒子居住新加坡，他又可會前往當地拍

攝？霆鋒說：
「今次主要去歐
洲，無諗過新加
坡。」霆鋒又指
9 年 無 開 演 唱
會，希望搵到合
適的地方，最好
在戶外。他又否
認之前有報道指
他將於年底開演
唱會。
任達華跟近日

紅爆亞洲的金秀

賢及全智賢因曾合作拍攝電影《盜賊們》而
認識，對於二人合作演出的韓劇《來自星星
的你》大受歡迎，他卻表示只看過一集。

華哥約《星》劇主角嘆咖啡
對於有傳會開拍電影版《來自星星的

你》，華哥認為若拍電影版，應該搵返金秀
賢及全智賢演出，因為由他們演出最好睇。
華哥表示上次拍完《盜賊們》也有跟二人一
起食飯，更大爆全智賢喜歡吃蟹。說到他認
識兩位當時得令的韓星令不少人羨慕，華哥
笑說：「大家唔使羨慕，下次帶大家去韓國
見佢哋。(有品牌出高價近200萬邀請金秀賢
來港出席活動？ )唔出奇，值得，(你可會請金
秀賢來港？ ) 我邊有咁多錢？我去韓國同佢哋
飲咖啡好過。」對於《星星》效應席捲亞
洲，華哥認為香港演員應該生性。問到《盜
賊們》可會開拍續集？華哥透露不會了，但
編劇會寫一個新劇本，應會找全智賢演出，
他也很期待再合作。
提到他稍後會與阿Sa合作，華哥表示要求

阿Sa男友William不要去探班，因阿Sa會有
性感演出。

來治聲沙的祖兒出盡法寶

容祖兒昨晚金光閃閃出席春茗，頸上並戴了
一面圓形銅鏡，聲沙的她表示一直未好過，就
算之前去過南京做針灸一星期，但依然沒有進
展，她說：「如果唔係有不治之症就係元氣大
傷，相信要時間康復。」她又謂幸好有家人、
朋友鼓勵，否則會情緒低落。為求盡快痊癒，
祖兒表示今日會再去睇西醫，又會聽朋友教的
方法，晚上用醋酒浸腳令血氣運行。她估計可
能之前演唱會失聲，再夾硬唱多幾場所引致，
唯有像運動員休息一季。有人提議她搞些喜事
沖喜？祖兒即搞笑說：「係咪要搞大個肚……
腩？ (生完仔坐月可調理身體？) 係一個好的計
謀，但我身體咁弱仲點生仔。」問到男友劉浩
龍有甚麼支持？祖兒表示身邊個個朋友都支
持，有人提議她叫男友學《來自星星的你》的
金秀賢般冧女友？祖兒笑問是否「來治聲沙的
你」。
Twins 的蔡卓妍（阿Sa ）及鍾欣潼（阿

嬌）透露4月將會與容祖兒「龍虎豹」首度合
作演出劉鎮偉執導的古裝喜劇。阿嬌透露戲
中還要學踢足球，問到可擔心會令小腿變
粗？曾被指腿粗的她則避談，只說：「老竇
(指劉鎮偉) 畀咗個波我返屋企踢。」問Sa可
會找男友練波？ 阿Sa表示若男友有時間都
好。

英皇春茗聲沙祖兒閃爆全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梁靜儀）英皇娛樂英皇電影

2014春茗晚宴昨晚假灣仔會展筵開86席盛大舉行，除英皇

老闆楊受成夫婦、高層吳雨、謝霆鋒、Twins、任達華、古巨

基、黃秋生、林峯、孫佳君、溫碧霞、馮德倫及熊黛林出席

外，已約滿的張家輝亦有偕同現任經理人鍾珍出席。霆鋒為

其主持的飲食節目將到世界各地拍攝，不過他坦言不想過去

前妻與兩子的現居地新加坡拍攝。

張家輝最近簽鍾珍
做經理人，昨晚二人一同
出席英皇春茗，家輝表示
其實離開了英皇已有一段
時間，只是因為與英皇還
有幾部片約，大家才會對
他的身份有誤會。
他表示與鍾姐合作了個

多月輕鬆了很多，不用為
拍戲以外的事傷腦筋。他
又笑道：「仲撈得的一日
都會同鍾姐一齊。」鍾珍
就笑言下半世都要簽家
輝，又指家輝並非想像中
難湊。問到鍾珍簽了家
輝，陳慧琳(Kelly) 可有呷
醋？她表示沒有。對於
Kelly表示想同家輝合作？
家輝謙稱表示不要這樣
說，自己也不是戲劇班出
身，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有機會也想與Kelly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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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輝攜現任經理人鍾珍
現身。

■黃德斌、黃心穎、吳啟華、朱千雪與王浩信
拍攝防暴演習戲。

■汪明荃代言寢室用品已有廿多年。

■宣萱已就與鄰居爭執之事報警
處理。

■陳慧珊(左)昨日與蔡少芬接受訪問時仍貼上膠布（圓圖）。

■■霆鋒稱拍飲食節目也不容易霆鋒稱拍飲食節目也不容易。。

■Twins■Twins與祖兒新劇齊踢波與祖兒新劇齊踢波。。

■■基仔與祖兒代表公司獻花基仔與祖兒代表公司獻花
歡迎與周慧敏的合作歡迎與周慧敏的合作。。

■熊黛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