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5 文匯娛樂娛樂世界 ■責任編輯：梅馨文 ■版面設計：黃力敬 2014年5月11日（星期日）

香港文匯報訊
霍震霆昨日應邀出
席遊艇活動，同場
的 Rosemary 則擔
任模特兒行騷，席
間還真空上陣性感
非常。
榮升爺爺的霍震

霆每逢談起孫兒霍
中曦都四萬咁口，
他表示剛跟孫兒到
北京、河北旅行，
河北就是媳婦郭晶
晶家鄉，雖然孫兒
年紀尚輕但不擔心

外遊，因為孫兒都開始懂得爬地下，霍震霆
笑說：「佢都幾有運動細胞。(識講嘢未？)
未啊，但會認得我。」霍震霆透露母親節會
跟母親、兒子及孫兒吃飯，整餐飯最開心是
霍老太，可以四代同堂。
另問起會否再催兒子霍啟剛造人？霍震

霆笑說要跟程序，或先待啟剛的黑眼圈沒有這麼嚴重，其
實現在這時代自己對孫兒、孫女都沒所謂，只是他們剛結
婚才叫不要等，加上嫲嫲都等到口水流，現在有了孫兒就
先讓她玩玩，問到兩公婆照顧兒子可辛苦？霍震霆鬼馬地
說：「咁係要付出，時間唔同就要分工合作，我做爺爺就
簡單啲，玩完就走。」

Rosemary明年結婚母竟不知
至於Rosemary透露可能經常跑步以致變瘦，上圍才會縮

水，之後她都會到內蒙古參加慈善馬拉松，不過今次未婚
夫就未有同行：「佢做嘢好忙，但因為我一班朋友去，佢
都唔擔心我。」而母親節Rosemary稱媽媽正忙着跟朋友旅
行嘆世界，或待她返港才補祝，Rosemary又笑說母親連她
明年會結婚的計劃還未知道。

前晚的首演吸引了城中不少名人到場支持，當中包括廖啟
智、陳志雲、麥兆輝、劉兆銘、茍芸慧、呂慧儀、泰臣、

藍奕邦等。古巨基、何超儀、楊受成、林家棟等則送上花籃以
示支持。而劉德華除揼本投資《EQUUS馬》外，前日亦在綵
排時現身打氣。
早前，影帝黃秋生公開表示為籌備《EQUUS馬》演出相當

緊張，更如劇中精神科醫生Dr. Martin般受噩夢纏繞。前晚，
舞台劇開鑼，秋生在劇中一段段獨白精彩絕倫，他完場後興奮
表示感到十分震撼！

軒仔方皓玟埋身肉搏
兩位劇壇生力軍張敬軒、方皓玟在劇中演出同樣吸睛，劇中

飾演戀馬青年Alan的張敬軒，被青春可人的方皓玟迷倒，在馬
房中纏綿。二人瞓身忘我演出，以內衣打底上陣埋身肉搏，毫
不怯場，令全場觀眾嘆為觀止。事後，軒仔笑言：「終於都品
嚐到方皓玟的朱唇，而且大量汗水交纏，但最高興是有好多前
輩來捧場支持。」他更風騷笑說：「完騷後要馬上回家休息，
近來媽媽在港，準備了『媽媽靚湯』給我。」
對於自己的演出，軒仔說：「演完首場後好開心，總算合

格。亞sir（秋生）亦給了些建議，某些地方需要再改進，希望
之後的演出會更進步，愈演愈好。」而他的對手方皓玟同樣表
示「明天會更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焯羚）昨
日粵劇名仱林家聲在香港潮州商會
會長周振基陪同下，率領一大班戲
迷到香港潮州商會參觀「周恩來在
潮汕」主題圖片展覽。戲迷見偶像
之餘，又可以認識歷史偉人，十分
有意義，聲哥特別欣賞周總理對文
化藝術界的關心和重視，他以「南
國紅豆」一詞對粵劇的讚譽，令廣
東粵劇在中國戲曲界佔一席位。
周振基表示，今次辦周恩來在潮

汕圖片展，一是周恩來於1925至
1931年這7年間曾來過4次潮汕，
並曾當過當地長官，再者周瑜29世
孫是周敦頤、周敦頤29世孫便是周
恩來，周敦頤後代分了幾支家族，
其中一支來了潮汕，就是他們的家
族。希望多些港人知道周恩來與潮
汕的一段淵緣。二來有感近年香港
太多嘈吵聲音，欲藉這個展覽傳達
愛國思想給年輕人。周恩來是最受
人尊重的總理，他為國為民、克勤

克儉、鞠躬盡瘁、為國家為藝術
等，其精神都值得傳遞出去。所以
「周恩來在潮汕」於潮州商會的展
期為期一個月後會移師嶺南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教育學院舉
行，展期同樣一個月，他期盼圖片
展讓多些學生了解先烈偉人為國家
作的無私奉獻精神，作為一國民應
該明白愛國的重要。

健康狀況好考慮開唱
聲哥表示，之前也不清楚周恩來

曾在潮汕住過，但從周恩來的經歷
和事跡睇到，覺得周恩來是一個了
不起的歷史偉人。聲哥說：「我沒
見過他的人，但我看過很多畫報，
畫報上都有周恩來於台上和表演藝
術家的合照，看得出他對舞台藝術
十分關心。知道周恩來為中國人做
了好多好事，在改革更顯出周恩來
是個好有分量的人物。我對這位已
故總理周恩來深感敬佩。」
當年周恩來欣賞過馬師曾和紅線

女演出的粵劇後，特別將廣東粵劇
冠以「南國紅豆」美譽。聲哥認為
這評價，大大提升了廣東粵劇在中
國戲曲界的地位；「南國紅豆」成
為了粵劇藝術的指標，對提升粵劇
演員的定位亦很有幫助，同時亦表
現出領導人很尊重粵劇藝術。聲哥
希望從事藝術表演的人是為藝術而
藝術，繼續將粵劇發揚光大。
昨日見聲哥健康狀況不俗，問及

他何時舉行演唱會一慰戲迷的渴
求？聲哥笑笑口說：「我個人力量
有幾多？但都會考慮的。」在場的
戲迷即起哄，支持他開騷。

香港文匯報訊 謝君豪昨日出席
《全港中學生升呢大行動》分享
會，鼓勵年青人凡事要有毅力去堅
持，才能「升呢」。謝君豪7月將
與梁家輝、劉嘉玲合演舞台劇《杜
老誌》，問他會否感到壓力？他坦
言有，但希望將壓力變動力。提到

早前劉嘉玲稱因感壓力要他傍實？謝君豪即謂：「唔
好咁講，佢傍住我就真（劉嘉玲咁忙，就檔期綵
排？）未清楚，但舞台劇開始綵排會好密集，相信嗰
一個月嘉玲姐走唔開，我熱切期待演出套劇。」謝君
豪又自言要停止練跑，原因是他怕開騷時太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韓國
著名運動健身教練鄭多燕一連兩晚於
灣仔會展舉行《鄭多燕萬人熱辣
騷》，雖然鄭多燕的健身操在網絡上
大受歡迎，但前晚所見入場人數不
多，約一千多個位置當中，只有一半
觀眾跟鄭多燕學跳舞。
鄭多燕出場前先由阮兆祥、蝦頭及

小寶（細細粒）表演，之後鄭多燕與
四位靚女助教出場，全場即時歡呼起
來。鄭多燕穿上密實外套以廣東話跟
觀眾打招呼：「大家好，我是鄭多

燕。」其後再以韓文答謝觀眾放工和
大雨下前來捧場。跳舞前鄭多燕先講
解她代言的瘦身產品，之後再教觀眾
跳瘦身舞。
鄭多燕表示自己體重最重時有70、
80kg，她笑言女人的天性是喜歡靚，
減肥的最大原因是她老公曾發夢說很
掛念以往的她，令她大受打擊立下決
心要減肥。鄭多燕試過各式各樣的減
肥方法，問她如何保持自己的鬥志不
放棄，她說：「我在香港偷吃雪糕時
被狗仔隊發現，如果百分百要求自
己，精神壓大會很大，所以在瘦身過
程中，一星期會有一、兩餐放縱自
己，千萬不要立即改變自己的飲食習
慣。」

呻主辦方貨不對辦
昨日鄭多燕又突然在團隊、私人助

理及翻譯陪同下舉行記者會，首談在
港開騷的感受，她坦言主辦單位很多
安排都貨不對辦，令她感到很失望。

鄭多燕表示，場地不適合太多人做
運動，容納1千人就最好，否則會影
響運動質素，因此以「萬人騷」為主
題太誇張。她又認為是次門票貴，鄭
多燕說：「我同運動團隊本身收好少
錢，因為打算降低成本吸引粉絲一齊
做運動，點知門票高咗，自己做運動
唔會先考慮錢，不過都明白主辦單位
想賺錢的心態。」記者再問她是否不
滿主辦方的安排？她卻否認，稱只是
大家的想法不同。
鄭多燕又大爆，主辦單位原本說好

有的旋轉舞台與四部攝影機、四個大
電視，但實際開騷時卻沒有，令她覺
得好徬徨，她解釋說：「我本身打算
親身落台教觀眾跳，不過我即刻執生
叫助教企四面台教舞，照顧不同位置
觀眾。」
此外，鄭多燕透露今年秋天會再來

港舉行免費教舞活動，並表明她再不
會跟商業演出性質的活動合作，寧願
自己投資，分享運動樂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
全）黃耀明昨日以「公平貿
易大使」身份參與活動，他
表示一直以來也支持公平貿
易的活動。
另談及何韻詩於昨日度過

37歲生日，明哥笑說：「我
送個飛吻賀她，生日快樂
啦，祝她下星期在台北的演
唱會成功！可惜自己有工作

在身不能在場支持她了。」會否請她吃飯慶
祝？明哥表示他們都經常有見面，或者下星期
抽點時間齊齊食下午茶為她補祝生日。
活動上有多位小朋友的表演團隊參與助興，

原來其中一位小朋友是謝安琪與張繼聰的兒子
張瞻，席間雖沒見其父母出現，不過祖母和外
傭對張瞻一直細心照顧，他也很活躍不時紮紮
跳表現得很可愛，上台更沒一點怯場，表演唱
歌和跳舞都很有天分，着實有父母的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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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何柱國兒子何正德與林建
岳千金林恬兒上月28日在法國南部尼斯舉
行婚禮，由劉鳴煒擔任他們的證婚人，二人
至親好友也有到場祝賀，場面溫馨浪漫。十
六位兄弟與姐妹組成的陪嫁隊伍，陣容鼎
盛。
一對新人在青蔥林蔭下拍攝婚紗照，又手
牽手定下一生盟誓。林恬兒事後開心道：
「好多謝出席我們婚禮的每一個親友，婚禮
上每一個環節，我都好感動。」

何正德何正德林恬兒林恬兒法國完婚法國完婚

林家聲敬佩周恩來

率戲迷參觀圖片展

「「萬人騷萬人騷」」反應遜預期反應遜預期
鄭多燕指主辦方抬高票價鄭多燕指主辦方抬高票價

軒仔方皓玟舞台劇挑戰底線
投資人
劉德華現身打氣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黃秋生及甄詠蓓黃秋生及甄詠蓓

擔任藝術總監的神戲劇場擔任藝術總監的神戲劇場，，改編百改編百

老匯經典名劇老匯經典名劇《《EQUUSEQUUS馬馬》》前晚前晚

為一連為一連2121場表演於演藝學院揭開場表演於演藝學院揭開

序幕序幕，，秋生秋生、、張敬軒張敬軒、、方皓玟毫無方皓玟毫無

保留保留，，挑戰底線演出挑戰底線演出，，投資者之一投資者之一

劉德華在綵排時現身支持鼓勵劉德華在綵排時現身支持鼓勵。。

■霍震霆透露剛與孫兒
去完旅行。

■鄭多燕（中）偕
助教率觀眾跳舞。

■細細粒在台上努力跟上跳舞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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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仔演完首場後，認為自己的表
現總算合格。

■張敬軒與方皓玟
可說是瞓身忘我演
出。

■何正德和林恬兒有情人終成眷屬。

■■林家聲與香港潮州商林家聲與香港潮州商
會會長周振基大讚當年會會長周振基大讚當年
周恩來為國為民偉大周恩來為國為民偉大。。

■謝君豪

■■張瞻在台上張瞻在台上
又唱又跳又唱又跳。。

■戲迷見林家聲之餘，又可以認識歷史偉人。

■聲哥參觀「周恩來在潮汕」主
題圖片展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