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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珊 叫脫衣
回饋觀眾
■穿上短裙的梁政珏大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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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拍檔黃宗澤缺席宣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文釗）徐子珊、陳敏之、胡

定欣與梁政珏等人昨日出席無綫新劇《點金勝手》宣傳

活動，眾人大玩遊戲及向現場觀眾派禮物，分組玩遊戲
時，林子善趁子珊與敏之被綁時，用假銀紙擲向她
們，又作狀把假銀紙塞進敏之的胸口，場面搞笑。

3 次宣傳，連拍檔徐子珊也有
新劇男主角黃宗澤（Bosco）已缺席
微言，她表示待 Bosco 出現後，一定要求他請全劇組的人吃飯

賠罪，又要Bosco脫衣回饋觀眾。轟動全港的槍擊案子珊也有留意，
她直言感到恐怖，並呼籲大家不要外出留在家中看電視。稍後到上
海宣傳的子珊有否擔心人身安全，她說：「會盡量小心，工作環境
有很多保安。」提到 AKB48 也在握手會上被斬傷，子珊驚慌地說：
「真的嗎？有那麼恐怖？平日不會想太多，粉絲想握手就握，會盡
量保護自己，聽完都有點心神不寧。」

敏之對新劇收視有信心

新劇男主角黃宗澤缺席
■
宣傳，徐子珊只好和他的
紙板人合照。

陳敏之對新劇收視信心十足，因為很少有關於金融的劇種。日前
剛在馬來西亞完成 18 公里挑戰單車項目的敏之，表示近期熱愛做運
動，她說：「會一直做下去，因為想健康一些，18 公里其實好辛
苦，用了1小時去完成已經好滿足。」

梁政珏自爆男友已求婚
日前被拍到與男友何思源拖手的梁政珏，解釋當日只是跟朋友去
吃飯，沒想過會被人拍到，她說：「與男友已拍拖一年多，大家都
視對方為結婚對象，他其實已求婚2次，但都沒有花和戒指。」梁政
珏透露已有結婚計劃，應該會在馬年內出嫁，打算只請雙方家人朋
友辦酒會便算，但媽咪是傳統中國人就喜歡擺喜酒，希望結婚時不
會與拍劇時間相撞。

■徐子珊、陳敏之、胡定欣與梁政珏等人出席無綫新劇《點金勝手》宣傳活動。

溫碧霞

王寶寶大跳熱舞
香港文匯報訊 有線娛樂早前公開招
募有意接受挑戰的港女，並於昨日舉行
面試日，讓一班有意爭奪十萬蚊獎金的
參賽者在嘉賓評判前表現他們過人之
處。藝人魯芬及「春卷」王寶寶擔任嘉
賓評判。魯芬及「春卷」各自分享她們
的「十萬元大計」，又分享她們對香港
女性的看法。魯芬表示：「我覺得香港
女仔普遍唔夠獨立，無乜主見，亦好唔
捱得，所以我好欣賞今日到現場一
眾參賽者，因為佢地個個都有自己夢
想，而且勇於接受接戰。」鬼妹仔「春
卷」則覺得大多數香港女仔的性格都比
較怕醜及被動，希望今日的參賽者會表
現得積極一點。

多謝梁李少霞當年提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溫碧霞
（Irene）當年憑《𡃁 妹仔》一片成名，時
至今日，該片延續拍成新片《微交少
女》，而昔日青春少艾的 Irene 會演變成
媽咪級，跟許雅婷（Kabby）扮演兩母
女，一眾參與演員 Irene、Kabby、蔚雨芯
及麥德和前晚在北角新光戲院宣傳新片
《微交少女》，並重溫《𡃁 妹仔》一遍。
Irene將在《微》片飾演𡃁 妹仔Kabby的媽
媽，重點描述母女情，所以沒有大擔演
出，對於重看電影《𡃁 妹仔》，她坦言:
「很多年沒看過該片，一直都不是太喜歡
看回自己舊作。」大家誠讚她注顏有術，
Irene 謙稱：「變了很多，當年得 15 歲，
還沒發育，個樣都未長大似童星。」她又
不忘多謝當年提攜拍戲的梁李少霞，Irene
感激道：「拍《𡃁 妹仔》時，我家境很
窮，家住調景嶺，梁太招呼我到她家居住
方便拍戲，當我是女兒看待，我住了年
多，其後因拍拖不大方便才搬走，之後我
去了讀書，到 21 歲時她又再找我拍戲，不
然我也不知是怎樣了，所以是她改變我一
生。」
穿得性感的 Kabby 自言太熱會支持不
住，加上炎炎夏日可以得性感一些，新

片是她處女電影，當中不乏大膽演出，亦
被列為三級片，對此，她不怕給定型，也
沒有設性感尺度，她透露：「有兩場都好
激，同師兄何浩文有床戲，有場戲會被人
輪姦，會背部全裸，當日去到片場已經情
緒崩潰不停喊，那種感覺好恐佈，幸而拍
完後懂得釋放情緒，沒有問題。自己初出
道 時 是 肥 妹 仔 一 名 ， 拍 該 片 時 瘦 了 20
磅 ， 現 時 有 100 磅 體 重 ， 還 想 多 瘦 五
磅。」
當晚活動開始前，正是尹光在同一場地開
演唱會，盧海鵬、羅蘭、譚炳文及吳綺莉等
都有捧場，最後兩批人一起合照。

■溫碧霞、羅蘭、盧海鵬等齊接受李居明
主持的新光數碼電台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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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碧霞跟許雅婷（
（左）
扮演兩母女。
扮演兩母女
。

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是國際兒童節，
娛樂圈也傳出喜事！劉愷威同楊冪的寶
貝女小糯米於港安醫院出世。小公主重
約 7 磅，爺爺劉丹已立即到醫院探望孫
女，他透露媳婦本打算順產，但臨盆之
時劇痛難忍，故愷威與醫生商量後決定
開刀生。
劉丹說：「多謝多謝多謝，今日(昨
日)出世，差一安幾就夠 7 磅。愷威亦有
進產房剪臍帶，主要都是醫生剪，阿威
只是剪了一下，見他緊張到手騰腳震。
(小朋友似邊個？)哈！哈！哈！哈！
哈，我同老婆兩個人睇法都唔同，我覺
得個嘴似阿威，我老婆就話似楊冪，不
過我諗要過多一兩日，等佢個人收乾水
先 睇 得 清 楚 。 （BB 女 為 何 叫 「 小 糯
米」？）因是端午節有關，糭是用糯米

整的。(何時正式
改名？)日前已問過
■劉丹
師傅，獲得不少名
字，現在要開始跟愷威想用那一個。」
丹爺又表示新抱仔生完 BB 好累，所以
呢幾個鐘頭都是瞓覺，愷威因為要全心
全意照顧妻女，暫時不會做訪問。
劉愷威在昨日下午 2 時 15 分於微博公
布喜訊，他寫道：「歡迎劉家新成員！
媽媽辛苦了！母女平安！感恩！祝天下
的小朋友和我家小糯米兒童節快樂！」
不少圈中好友亦在微博送上祝福，楊冪
好姊妹唐嫣更乘機對親家。她昨午留言
道：「恭喜親家母和親家公，小米米終
於出來啦！我的兒媳婦！」愷威、楊冪
的好友林心如、陳法蓉等亦紛紛送上恭
喜。

Regen 覺側田墮桃色陷阱

■譚詠麟與李克勤的大
馬巡迴演唱會門票早早
售罄。
中央社

左麟右李大馬演唱會 歌迷嗨翻
一起唱出了多首動感歌曲。之後兩人放話表
示，每次演唱會都會準備超過 100 首歌曲，
端視不同地域與歌迷熱情而定，並希望大馬
歌迷能挑戰紀錄，語畢立刻引起全場歌迷嗨
叫。
唱了連串廣東歌曲後，兩人詢問台下歌迷
是否想聽華語歌，結果有一些歌迷舉手，但
仍被譚詠麟取笑「只有 3 個人。」。雖然如
此，兩人仍聯手唱出《熱情的沙漠》、《吻
別》及《童話》華語歌曲，以滿足不同語系
的歌迷。

魯芬及「春卷」昨日帶領一眾應徵者
即場大跳「鄭多燕」，考驗各人的體能
及耐力。魯芬邊跳邊笑言：「好明顯我
唔合格，我跳兩下已經索曬氣，考驗體
力同耐力任務都係留返畀一班美少
女，我側邊為你地打氣啦。」

楊冪開刀生 7 磅小公主

■兩人在安哥環節唱出了
《左麟右李
左麟右李》。
》。 中央社

中央社專電 譚詠麟與李克勤前晚在馬
來西亞舉行「左麟右李 10 週年世界巡迴大
馬演唱會」，兩人熱力唱跳全場，整晚幾
乎唱了 60 首歌，讓全場逾 1 萬 2000 名歌迷
安可不想回家。配合「左麟右李」稱號出
道 10 周年，譚詠麟與李克勤的大馬巡迴演
唱會門票早早售罄，主辦單位星藝娛樂最
後還特別加位，讓兩人直呼大馬人超級熱
情，無論是對兩人單飛或合體演出都非常
捧場。
8點開場時兩人穿著一身閃亮鮮豔服飾，

■魯芬及「春卷」王寶寶與參賽者跳熱
舞。

兩人在中間環節獨唱後，再度合體出場演
唱《跳啦河馬》時掀起第二波高潮。兩人先
說最近迷上了跳韓國瘦身專家「鄭多燕有氧
操」，接就叫歌迷站起來跟邊唱邊跳，
場面壯觀。
兩人在安哥環節唱出了《左麟右李》及
《笑看人生》等歌曲，後來歌迷再度熱烈安
可，兩人出場後就開放讓全場點歌，並唱出
《愛情陷阱》等近 10 首八九十年代經典，
讓全場歌迷湧至舞台前狂歡，最終才結束 3
小時半演唱會。

香港文匯報訊 Regen、陸詩韻、梁
佑嘉昨日出席兒童歌舞劇《長腿叔叔》
小演員招募活動，Regen 飾演劇中女主
角，由魯文傑飾演「長腿叔叔」，不過
Regen 自稱沒耐性，今次與小朋友演戲
可訓練耐性。談到側田被爆一拖二返私
竇，與女子的親密照曝光，Regen 表示
這個年代男女會出去玩，但這些女仔真
奇怪，不要這樣設陷阱人踩，讓人以為
香港女仔都會影這些相片，影響港女形
象，好慘、好無辜。另外，側田透過公
司表示私人事不回應。
陸詩韻亦會參演此劇，希望再活躍於
娛樂圈，正物色經理人多接工作。另
外，早前她為前男友吳銘偉的公司做貸

款擔保人被追討欠款，她已入稟高院申
請前度男友的公司清盤，7 月會有結
果，相信會公平公正審判。問有否與前
度聯絡？她說很久沒聯絡，感嘆太投入
感情沒想清楚，沒去保護自己，已上一
堂，但仍相信愛情，不會因此怕了。

■Regen、陸詩韻、梁佑嘉出席兒童歌
舞劇小演員招募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