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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戀情

■鄭明明和張栢芝敘
舊 ， 為 Lucas 及 Quin
Quintus 送上一黑一白新款
手提遊戲機。
手提遊戲機
。

■兩兄弟穿上整齊消防裝束
兩兄弟穿上整齊消防裝束，
，
學習安裝滅火喉同模擬救火。
學習安裝滅火喉同模擬救火
。

晒迷人纖腰

正

吳千語

覓
張栢芝 尋
對象不論國籍 相愛無需朝夕見

香港文匯報訊 吳
千語為Bella擔任代
言人，千語 BB 一
直以乖乖女形象
示人，不過今次
為廣告，轉型為
氣質活力女神，
輕露白滑纖腰兼大
晒誘人長腿。千語BB在
拍攝當日全程感冒上陣，不
過在拍攝現場「跳跳紮」的
千語 BB，以「微性感」對
抗病魔，一時拿 fit ball拋來
拋去，一時又爬上木板扮滑
梯，展現少女獨有的陽光氣
息之餘，亦為攝影師帶來更
多拍攝靈感。

楊婉儀

投資8位數開幼稚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暑假將至，謝霆鋒兩個兒子 Lucas 同
Quintus 又可以跟着媽媽張栢芝周圍去。近日，兩兄弟跟媽咪去上海
時，就到訪一個畀小朋友角色扮演的活動中心，Lucas 及細佬 Quintus
扮演「消防員」，和其他小朋友一齊玩。至於栢芝則擔任內地節目《媽
媽咪呀》的觀察員，她期待新戀情到來，並表示正在努力找一個適合的
對象，不管是中國人、外國人都可以。

鄭明明昨天在微博上載幾張同張栢芝、
Lucas 及 Quintus 的合照，寫上「看到
Lucas Quintus 長高了，很乖巧，替你開
心，母親真偉大，辛苦你了！」鄭明明更為
兩兄弟送上一黑一白新款手提遊戲機，兄弟
兩人收到禮物後立即拆開一齊玩，揀咗黑色
機身的 Lucas 離開後，已經在車上不停打
機，睇來佢好鍾意份禮物。

鄭明明曲線為栢芝發聲
近日栢芝被鄭佩佩公開指責工作時態度有
問題，雖然栢芝一直沒為此事出聲，但鄭明
明卻曲線為栢芝出氣，明明姐在微博寫道：
「今天中午和張柏芝及兩個可愛的寶貝兒
子 ， 非 常 出 名 化 妝 師 Rick Chin、 經 理 人
Emely 吃日本菜，非常喜歡栢芝直爽的個
性，善良，不記仇，孝順長輩，對朋友忠
誠，愛心爆棚，當然加上愛主的心，願意為
主傳福音，栢芝我們都愛你！」
另外，34 歲的張栢芝在節目中說到自己的

感情事，她自言對愛情仍有着一份期
待，並表示正在努力找一個適合的對
象，不管是中國人、外國人都可以。愛
情可以有很多方法去溝通，並不需要每
天見面。不過自己目前並沒有心儀對
象， 想得太遠了， 等找到了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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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兒變身小小消防員
謝 霆 鋒 兩 個 寶 貝 囝 囝 Lucas 同
Quintus，日前跟媽咪去上海時，就
到訪一個畀小朋友角色扮演的活動中
心。可能平時食得爸爸煮的美食多，
兩兄弟化身廚師要親手做甜甜圈，話
要帶回去給媽媽吃。除了做大廚，
Lucas 又 扮 演 「 消 防 員 」 ， 細 佬
Quintus 也跟埋哥哥一齊玩。兩兄弟
穿起整齊消防裝束後，即時變身小
小消防員，跟其他小朋友消防員，
坐上迷你消防車，學習安裝滅火喉
同模擬救火，玩得好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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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漢良首度鬆口透「婚訊」

生二胎要深思熟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對於感情問題，鍾
漢良向來都是三緘其口，多年
來幾乎是零緋聞。不過，已邁
入不惑之年的他，卻在去年被
台灣媒體曝光早已秘婚，老婆
是其多年粉絲，兩人甚至連小
孩都有了。消息一出，讓不少
粉絲大感震驚，但鍾漢良本人
對於這個傳聞從未回應。
在近日參加深圳衛視《十月
圍城》發佈會時，鍾漢良卻首
度鬆口，暗示已生子的傳聞。
當天，有媒體提問鍾漢良如何
與另一半過生日，鍾漢良笑着
說：「每天都當生日來過，不
是只有生日那天才過。」而隨
後「是否想過再生小孩」 的
更尖銳問題迎面而來。與鍾漢
良一同參與宣傳活動的內地演
員劉小小連忙提醒：「他們問
的是『再生』哦。」沒想到鍾
漢良卻頗有意味的回應：「這
個要深思熟慮。」間接回應其
已婚生子的傳聞。除此以外，
在私下接受記者採訪時，對於
自己的感情問題，鍾漢良也難
得回應：「其實感情就這樣，
家人也會催，如果有消息，我
一定會告訴給大家。」

片約不斷不覺累
2014年鍾漢良的小宇宙突然
爆發了，一連接拍電視劇《勇
士之城》，電影《後會無

期》、《閨蜜》以及《我的早
更女友》。面對越來越多的戲
約，鍾漢良坦言並不覺累。
「其實都是別人覺得我今年好
像很多事，但我反而覺得今年
沒有以往那麼累，沒有去年這
麼密集工作，從去年底到今年
中，我就拍了四部電影，而且
都不是特別分量重的電影，像
《十月圍城》、《天龍八
部》、《美好的時光》，還有
幾部將在今年上映的電影都是
之前拍下的。」
不似以往光鮮的「公子哥」
扮相，在接下來幾部電影、電
視劇中，鍾漢良將以「糙男」
形象出現，這也被鍾漢良稱為
「機會來了」。「我希
望自己能有多一些突
破，更廣的戲路。今
年接觸到的角色對
我來說是一個小爆
發，未來我希望能
夠嘗試更具顛覆性
的角色，比如十
惡不赦的壞人。」
鍾漢良認為，挑
戰自己不是為了證
明自己，而是演戲太
久了，需要給觀眾一
些新鮮感。
對於鍾漢良的轉
變，不少粉絲表示
「心痛」，給其留
言，希望不要太「毀」

自己。對此，鍾漢良直言自己
的偶像包袱並不重。「我一直
覺得喜歡你的朋友不止是想看
到你漂漂亮亮，他們也希望你
在演員這條路上可以走得更
好，有更突破性的演出。就算
因為角色而變成『天涯四丑』
我也不在乎。」

■鍾漢良《十月圍
城》中扮相
中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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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輝期待與出爐影帝再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湯洛雯、莊思明、楊卓
娜一眾演員，昨日為李霖恩主持的 dbc 數碼電台節目
《說得出的慢活》進行拍攝，湯洛雯強調這次是來撐好
友李霖恩，跟無綫沒有抵觸，就當是宣傳《愛回家》。
說到湯洛雯在《愛》劇合作的林師傑被指「花心男」
一事，她謂：「從報章上得悉此事，我們合作了一段時
間，不相信對方是這種人，也不覺他是花心男，亦相信
他懂得處理這些傳聞，開工時察覺不到對方受到傳聞影
響，雖然我們在劇中有感情線，但他從來沒有對我口花
花。」說到蔣家旻被傳「飛」出《愛回家》，湯指蔣的
角色是到了國外，仍有一定戲份，以她所知蔣稍後會重
返劇組，並非外傳的給「調走」。最近湯洛雯的叔叔湯
鎮業回巢無綫拍劇，有傳湯鎮業為與湯洛雯合演而接
拍，她說：「我也是從報道中得知叔叔返來拍劇，平時
都沒甚聯絡，如果能有機會合作當然開心，不過在公司
飯堂見到叔叔時感覺得奇妙。」
莊思明被問到《愛》劇將會角色大洗牌一事，她強調
只是傳聞，又指整個團隊的感情很好 ，最重要是做好套
劇，大家都希望《愛》劇將來能成為家傳戶曉的劇集，
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 陳慧琳於
陳慧琳於「
「 上海
國際電影節」
國際電影節
」 演繹
英 語 歌 曲 《Love
Paradise》。
Paradise
》。

獲張國立點名力讚
Kelly

湯 洛 雯 （（ 右右 ） 、 莊莊
■
思明齊接受訪問。。

湯洛雯不信林師傑花心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張岳悅）楊婉
儀、陳肇麒昨日出席活動，除分享對基金
管理及投資的態度和策略外，楊婉儀更透
露投資 8 位數字的幼稚園將於 8 月開幕，自
己擔任校監。
■楊婉儀
前港姐楊婉儀表示自己現階段的投資多
圍繞在子女的教育方面，她說：「我有幫仔女買教育基
金，這樣他們 18 歲之後無論是想讀大學還是做生意，都會
有一筆足夠的資金。同時我也有投資教育中心，假期會帶
他們去教育中心玩和讀興趣班，一切都為了兩個小朋友將
來的學習和生活，希望他們過得開心。」
楊婉儀投資的國際幼稚園位於紅磡，現已裝修完畢，
「開辦幼稚園的所有程序我都按照教育局和政府的條例進
行，我對香港的教育制度有信心，希望小朋友可以在我的
幼稚園開心地學習。」問及為何擔任校監而不是校長，楊
婉儀解釋道：「校長只可以負責一間學校，但我還要顧及
教育中心的事務，無法每日都留在幼稚園。」

香港文匯報訊 陳慧琳（Kelly）
和張家輝前晚出席「上海國際電影
節」，Kelly 是當晚唯一的表演嘉
賓，演繹其英語歌曲《Love Paradise》，看完 Kelly 的表演，張國立
評價她是最會演戲的歌手，最會唱
歌的演員！同時，Kelly的衣着品味
向來都得到大眾認同，當晚以一襲
簡單又高貴的 low cut 晚裝登場的
她，獲得紅氈最佳衣着獎。
家輝則擔任頒獎嘉賓，巧合地，
今年的影帝 Vithaya Pansringarm
曾和他在另一齣電影《掃毒》中合
作過，二人一見如故，家輝表示希
望能夠再與他合作。
Kelly和家輝二人同是前天下午才
抵達上海，由於航班延誤的關係，
二人下機就要立即到會場綵排、化
妝及弄頭髮，幸好最後能夠順利及
時進行。由於時間非常趕，只能吃
一點小食充飢，所以在活動完畢
後，兩師姊弟一起大吃上海菜，翌
日早機又再立即回港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