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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會上，
導演鄒佡笑

稱，許多人之前會問她，
為什麼會找來謝霆鋒與高圓圓搭檔
演情侶？她就會答道：「一位十幾年都沒在大銀幕上談
戀愛的男神，和一位大家公認的女神進行長跑愛情，這
個組合的化學反應應該是最強烈的吧！」

霆鋒親為圓圓做早餐
可是霆鋒卻大呻拍愛情戲比拍動作片累心，他表示：
「拍完《一生一世》後，可能幾年內都不會再拍愛情戲
了。我寧願從香港會議中心頂上滾幾個來回，都不比談
一場掏心掏肺的戀愛來得累！」
高圓圓則大讚霆鋒成功演繹了溫柔深情的一面，稱讚
他為最有安全感的男人。導演還特別爆料霆鋒拍戲時還

特別為圓圓做早餐，霆鋒承認說：
「早餐其實是很神聖的事情，在此之

前我真是沒有為女人做過早餐。」
霆鋒和圓圓對於電影公映滿心期待，表示

在今天仍然相信有一生一世的愛情，也希望大眾們
能感受到這份信心。霆鋒疑對前任感情隔空喊話：「有
些一生一世未必是要擁有的、佔有的一生一世，可能真
的愛一個人可以永遠地祝福、支持。」
圓圓在台上獲司儀恭喜新婚，她甜到漏地說多謝，並
強調自己尚未懷孕，而婚禮詳情則會提前跟大家說的。
圓圓坦言與霆鋒有拍攝吻戲，有記者問她拍談情戲時可
會想起趙又廷？圓圓說：「怎麼可能？拍的時候投入在
角色裡，霆鋒就是霆鋒，是別人的狀況。」

祖兒生日不想收婚戒
另一邊廂，霆鋒師妹容祖兒昨日出席《香港義工聯

盟》活動，並獲大會委任做「愛心大使」，特首梁振

英、中聯辦副主任林武有現
身支持活動，祖兒更表示會為義工聯盟錄製一首主

題曲。
前晚無綫勁歌金曲優秀選，祖兒因腸胃不適臨時失

場，祖兒昨日表示因肚痛無法上台，她說：「我要即時
去看醫生，又要打針食藥，我腸胃一向麻麻，可能是外
賣沙律買回來放太久才吃，結果就出事。」祖兒指前日
下午與克勤綵排時仍未出事，她說：「我還跟他夾好一
段合唱，點知最後搞成這樣，唯有等下一次啦，很久沒
唱歌會珍惜每次上台機會。」
今天生日的祖兒透露會與媽咪吃飯慶祝，但就沒有預

男友，她說：「沒有預他，他自己來就來。」至於男友
給她甚麼驚喜，祖兒表示尚未收到，笑問會否乘機求婚
送婚戒時，她說：「不要嚇我，如送戒指又不代表甚麼
的，不過都未收到。」生日願望方面，祖兒希望身體健
康，又笑言希望能重拾記憶力，她笑道：「近期自己記
憶力急劇下降，很多事不記得，很多想講的說話又不記
得。」
日前，祖兒做草蜢個唱嘉賓時，台上與蔡一傑興奮咀

嘴，祖兒表示男友沒有為此事乍型呷醋，她說：「其實
只是蜻蜓點水式，我們沒有討論過、好和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謝
安琪（Kay）、李克勤、泳兒與鄭
俊弘等「星夢」歌手前晚出席《勁
歌金曲優秀選第一回》。首次做
《勁歌》主持的Kay表示雖沒有候
選歌，但開心能客串做主持，見到
一班新晉歌手獲獎也替他們開心。
此外，原定亮相節目的容祖兒因患
上腸胃炎，前日下午綵排後病情沒
有好轉，最後要去看醫生求診，經
治療後要回家休息。
昨日父親節，謝安琪笑言不與老

公張繼聰慶祝，與自己的爸爸吃飯
慶祝，她說：「他（張繼聰）就交
由仔仔負責，其實都是一家人一起
吃飯。」Kay又笑指囝囝十分醒

目，以環保為藉口，將自己不喜歡
的玩具轉贈給父母，她笑道：「因
為囝囝就快生日，近期都收到很多
禮物，他會將不合心水的禮物儲起
來，就等這些場合拿出來轉贈。」
問到會否送禮給老公，Kay就笑
道：「他又不是我爸爸，我會分得
好清楚，孝順自己的爸爸媽媽，做
個好榜樣給囝囝看。」
昨日父親節，克勤表示已一早與

家人吃飯提早慶祝，因他昨日有商
演要出埠。問到兒子送甚麼給他？
他說：「都是手作仔啦，不過他畫
工有進步，懂得串字，以前只是手
印、腳印甚至是屁股印。」
泳兒前晚大騷本錢穿低胸露腰裙

亮相，她表示在造型師極力游說下
才穿這件衣服，因為自覺衣服太性
感。

泳兒找女神衫感頭痛
早前泳兒參與內地節目《我為歌

狂》，屬「女神隊」的她獲得最高
票數，更擊敗同場的李佳薇。以歌
曲《浮誇》參賽的泳兒，坦言有8
年沒唱過這歌，她說：「7月還要繼
續幫節目拍攝，都幾大壓力，因為
這個節目是眾多歌唱比賽中唱歌唱
得最多的一個，每一集都要唱三首
歌，有獨唱有合唱，不過近期就為
找女神衫頭痛，因為要和隊友夾
衫，不能穿得太誇張。」

香港文匯報訊 1,600隻熊貓日前訪
港，以遊客身份遊走港九、新界及離
島各區，熊貓的魅力連舞王郭富城及
影后張曼玉(Maggie)也淪陷。城城愛
馬人所皆知，原來他亦十分喜歡熊
貓，所以適逢1,600熊貓舉行香港巡
迴展，他便以親善大使身份帶領一班
可愛的紙糊熊貓，進入沙田馬場。當
城城看見一眾熊貓擺好陣勢，大表驚
嘆之餘，亦立即拿出手機拍照，並叫
工作人員幫他影合照。
城城都一向支持環保，經常會物盡其用，因此他對這些可愛

的紙糊熊貓，是以回收的廢紙為材料大表欣賞！他又表示聽說
有大學生研究了環保跳舞機，能通過跳舞時的踩踏擠壓進行氣
體交換，淨化空氣，他說：「希望能快點推出，讓我能邊跳舞
邊淨化空氣！」
Maggie以一臉素顏與熊貓合照，她抱着紙糊熊貓展現一臉陽

光笑臉，她說：「熊貓是大自然裡其中一種非常可愛的動物，
本性與世無爭，喜歡吃竹菜及睡覺，睡醒便與同伴嬉戲，這樣
的生活模式真是快樂！我自己本身也崇尚簡約生活，快快樂樂
與大自然一同共融。所以，我非常支持有關這次保育籌款，希
望可以改善熊貓的生活環境之餘，令我們更加珍惜大自然所提
供的寶貴資源！」

香港文匯報訊 高海寧（高Ling）昨日現身屯
門，出席《V city x Mini Cream狂歡世界盃》活
動，眾人又與觀眾大玩足球遊戲，場面熱鬧！

向來是西班牙忠實
球迷的高Ling，看見
愛隊遭荷蘭大炒5比
1時，不禁失望兼想
喊，她說：「我直頭
當西班牙是自己兒
子，雖然好傷心但不
會死心。不過，自己
最不喜歡有人輸打贏
要，在網上突然間出
現一面倒的負評，所
以我也忍不住在微博
與荷蘭球迷鬧交，但
幸好沒有粗口及人身
攻擊！」問到會否擔
心將來與男友因睇波
而鬧交？高Ling笑言
這也是情趣，更謂女
性球迷應該分外搶
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黃翠如昨日出席
足球活動與港甲球隊太陽飛馬的球員比試球技，
球技不精的翠如踢球時顯得雞手鴨腳，最後也獲
大會送贈印有她名字的球衣。
世界盃期間，黃翠如坦言看球賽十分疲倦，有
時候都忍不住會睡着，到有入球時才醒一醒。問
她有沒有跟男友蕭
正楠一起看球？翠
如表示沒有，只在
家中與爸爸一起
看。父親節翠如也
會轉贈大會送的球
衣給他，她笑道：
「之前都送了三件
球衣給爸爸，最特
別的一件是有朗尼
的簽名，但他卻想
穿來睡覺用，我就
解釋不可以拿來
穿，因為一洗球衣
簽名就會沒有。」
至於會否邀請男友
跟父親一起慶祝父
親節，翠如表示不
會，與男友拍拖後
仍未見過雙方家
長，她爸爸也沒有
追問戀情。

香港文匯報訊昨日農曆五月十八日，除了是父親節
外，亦是「一代宗師」劉家良逝世一周年日子，劉師傅
遺孀翁靜晶及大女萬儀昨日聯同眾徒弟好友，於凌雲寺
為劉師傅舉行「地藏懺」儀式。
翁靜晶與女兒一身黑色素服到場，她解釋上年農曆五

月十八日師傅逝世後，至今每天自己仍為師傅讀一部地
藏經。她透露較早前政府批准成立「劉家良武術電影慈
善基金」，她稱：「基金除幫助受傷的龍虎武師外，還

會幫助有心讀書卻沒錢的人，基金先由自己屋企和部分
徒弟開始籌集，由於舉行活動很花精力，會交由冼國林
等有精力的負責。」翁靜晶透露師傅在世時喜歡小朋
友，所以想辦一所武術學校，幫助雙失而沉迷電子遊戲
的青年，希望用武術把他們拉回來，此舉亦可宣揚洪
拳，由於需學習洪拳，現希望對象青年，需要14歲以
上才可。
翁靜晶坦言師傅已逝世一年，自己心情已平復不少，

只是兩個女兒心情還未平復，加上昨天是父親節，上年
父親節時師傅的情況危險及病得很嚴重，女兒們不相
信，而沒過父親節，到現時她們還很後悔。「我唯有對
她們說不要多想了，師傅與她們始終過了廿多年父親
節。」她坦言要多謝身邊的朋友，因為大家都勸她不要
再想失去了的，現在身邊擁有的要多想才對。
冼國林對師母用基金幫忙雙失青年大表支持，他指正

與社區中心洽談，希望有免費場地提供，讓自己與徒弟
免費教功夫，直至武術學校創辦為止。他稱：「我的徒
弟周定宇，未學武前亦曾壞過，現在是傑青及世界冠軍
了。」冼師傅指這是對雙失青年舉証的最好例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何超
瓊、蔡李惠莉、阮偉文、榮文蔚、馬
德鐘夫婦與霍震寰等城中名人前晚出
席《港樂40周年晚會》。提到昨日是
父親節，何超瓊表示會與父親賭王何
鴻燊吃飯慶祝，更會送他喜愛吃的甜
品。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何超瓊透露賭

王反而不太熱衷於足球，她說：「爸
爸不太喜歡足球，反而喜歡網球多
些，早前更日日看賽事。」至於賭王
有沒有技癢要親自下場打網球，超瓊
稱近期天氣太熱，要遲些才准爸爸去

打球，現在會與他一起做運動，給他
拍波過手癮。超瓊又指賭王除喜愛打
網球，對麻將也甚喜歡，她說：「他
有一班麻雀腳，但很難贏到他的，有
次見他打牌，竟然拆了一對牌，自己
看得緊張還想提醒他，原來他要誅下
家，最後更自摸吃糊，證明他果然是
賭王。」
同場出席的蔡李惠莉就透露，新抱

汪圓圓預計9月會生BB，大讚她現在
養胎情況很好，她也準備送一個遊樂
場給BB做見面禮。宣布已離婚的阮偉
文和榮文蔚前晚難得碰頭先後到場。

劉家良逝世一周年翁靜晶漸釋懷

何超瓊指賭王打牌好精靈

熊貓魅力沒法擋
郭富城張曼玉也淪陷

黃翠如
未安排男友見家長

謝安琪孝順父母作身教

克勤曾收兒屁股印禮物
高海寧

網上與球迷鬧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電影《一

生一世》昨日在上海國際電影節舉辦了首

場發布會。導演鄒佡連同男主角謝霆鋒、

女主角高圓圓、洛詩、製片人霍汶希出

席，宣布電影於9月5日全國公映。早

前與趙又廷在北京領證結婚的圓圓，

昨日不時甜笑晒幸福，而霆鋒雖然

經歷過失婚，但他表示至今仍

相信有一生一世的愛情。

霆鋒霆鋒霆鋒霆鋒
高圓圓否認奉子成婚高圓圓否認奉子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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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城城城「「帶領帶領」」
一眾紙糊熊貓入一眾紙糊熊貓入
馬場馬場。。

■張曼玉與熊貓鬥萌。

■何超瓊配合大會主題紅、黑
色，穿上鮮紅色長裙到場。

■男、女主角謝霆鋒(右
四)、高圓圓(右三)偕製片人
霍汶希(右一)等昨日在
上海出席發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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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靜晶及大女萬儀昨日聯同眾徒弟好友，為劉師傅
舉行「地藏懺」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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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勤表示已一早與家人吃
飯慶祝父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