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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紅星Rain昨日乘坐名貴房車
到場，更有三輛保母車陪同，

派場十足。不過Rain直到剪綵的前一
刻才下車，兩名保安貼身護航。Rain
全程雖未有展示其招牌露齒笑容，但
仍親切地向大家微笑，惟也只逗留了
兩分鐘便進場。
其後，Rain由工作人員及翻譯陪同

下接受訪問，更向工作人員請教如何
以普通話跟大家打招呼，Rain面露笑
容以普通話說「大家好」，非常識
做。
另外，今天是Rain的生日，記者祝
他生日快樂，Rain以英文道謝。問到
對澳門的印象，Rain大讚非常好，他
又指吃過很多東西，生日亦會吃美味
的食物，度過快樂的一天。
Rain又透露，他稍後會到香港及澳

門開騷，已很久沒有見過大家，希望
可帶來新鮮感：「我仲傾緊拍劇的
事，11月同劉亦菲合作的戲會上映，
荷里活的戲亦都會上演。(問再想跟哪
位華人女星合作？)因為很多都沒合作
過，所以有機會也想合作下。」不
過，當問到會跟女友如何慶祝生日及
如何維繫感情時？翻譯員即時幫忙擋
駕說私人事不作回答，也沒再翻譯給
Rain知道。
事後，Rain做出V字手勢拍照及揮

手向大家打招呼，此時有人以韓文大
叫「我愛你」，Rain即作出心形手勢
回應。

Mandy笑言有計色誘Rain
此外，昨日出席同一場合的JC與
Mandy均中門大開，大鬥性感，可惜
原來二人胸前有薄紗遮蓋，頓時令性
感程度減半。被問到昨日的衣着略為
「密實」，Mandy笑說：「等會我去
撕爛佢先。（咁係咪色誘Rain？）唔
知得唔得啊，但我就信心爆棚，或者
下次只係戴珠寶同留長啲頭髮用來遮
住重要部位。」
Mandy稱知道Rain會推出新碟，自
己也有留意他是肌肉型。問到單眼皮
男士是否都喜歡？Mandy笑說無論
單、雙眼皮都喜歡，只要有肌肉就
夠，惟指對方已有女友？Mandy表示
可以只是離遠欣賞，又指不會趁機

「集郵」，笑言其雙眼已經影咗。記
者笑她或可扮跌倒引起注意，Mandy
即激動說：「不好，這樣實在太猴
擒，作為女士最少有少少矜持，但為
等見Rain感到很Hot。」
JC則表示知道韓風很厲害，能見到

Rain也很喜歡，並說：「韓國女
仔好Cute、男仔又有才華，
Rain 的身形仲好
好 ， 好 靚 仔 。
（ 會 唔 會 影 合
照？）唔知啊，
我會試下。」
另外，盛品
儒新歡舊愛同
場，現任女友
蔡一鳳為集團
主席，前度緋
聞女友陳霽平
則 擔 任 司
儀。提到新
歡、舊愛共冶
一爐，盛品儒急
急否認，再強調
大 家 只 是 朋
友，兩人不會
感到尷尬，還
大讚陳霽平的
司 儀 技 巧 很
好。

香港文匯報訊（實
習記者 張岳悅）新
戲《王家欣》昨日正
式開拍，導演劉偉恆
率領參演演員黃又
南、吳千語、劉美
君、糖妹、泰臣、鄭
丹瑞等於寶石戲院開
鏡拜神。劉美君認
為，《王家欣》的劇
本故事以及戲中角色
都很有趣，對自己很
有吸引力。
黃又南與拍檔吳千語合照時，表現拘謹生硬，場面頗為尷尬，不過千語就笑

言：「我唔尷尬，佢尷尬啫，之前見過，佢好多嘢講。」千語在戲中所扮的角
色有着大小姐脾氣，她大方承認拍這套戲有問過男友林峯的意見。千語又透露
戲中會主動向又南獻吻，至於有否向男友備案，她即笑指不用：「佢自己嗰啲
（拍戲）仲犀利，不會介意我的。」
黃又南受訪時表示，這次扮演的角色有很多新的嘗試，「因為感情戲佔了很

大的比重，而且是那種很純真的愛情，所以我花了很多心思去鑽研角色，有時
候也在想，為什麼戲中的這個男生可以這樣做。」
面對如火如荼的世界盃盛事，吳、黃兩人都表示自己不是超級粉絲，黃又南

更說自己很少看球賽，只是偶爾聽朋友講。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李思穎）近期主力
在內地工作的黃宗澤
（Bosco），昨日聯同
徐子珊、黃智賢、梁
靖琪為無綫劇集《點
金勝手》宣傳。Bosco
繼在上海後，這趟是
首度在港為劇集宣
傳，當提到該劇在內
地點擊率達到2億時便
眉飛色舞，不過問到
感情問題，Bosco 則
「封嘴」避談，更起
身速逃。
Bosco剛出席完上海
電影節返港，因上海
實行空中管制，他大
呻在香港赴上海的航機延遲7小時，他笑言未試過遲了7小時，
有人不耐煩落機離開，自己又走不得，便在機上吃東西，傾
偈、睡覺，總之樣樣做齊，結果原定晚上11時到達，弄至朝早6
時才落機，那刻感覺真的暈暈哋幾恐怖，最初還以為在上海可

以睇場世界盃，誰知最後一場都踢完。
Bosco喜見《點》劇在內地點擊率達二億，說到香港收視未如

理想，他謂：「也沒辦法，自己盡量做到就做，今日都來宣
傳，不過在內地成績好好，通常好多劇播到30集的點擊率先一
億，現在播到一半已有2億，希望大結局整多幾億嘆下。(會否着
短褲仔谷收視？)我今日都着褲仔，考慮下啦，或者着熱褲出
來，不過剛才跟監製提議搞內地巡迴宣傳，順便屈公司請去上
海，廣州都殺啦，或者屈監製請食飯。」

子珊呻生日無花收
Bosco透露留港數天後，便要到外地為電影宣傳，大結局會否

回來視乎公司安排。問到回港數天可有找盛傳分手的女友楊
崢？Bosco避談說：「仲講呢啲？唔講啦，夠料啦。(有否見面？)
好忙、好忙呀。」此時司儀正巧叫他上台，Bosco如獲救星，急
急起身閃人，還讚司儀是「乖豬」。
子珊穿上黑色低胸裙現身，她透露本月19日的生日跟一班朋
友到土耳其旅行，記者笑指她太蠢，一班人去就很難有艷遇，
子珊坦言試過一個人去旅行都無艷遇，自己亦不喜歡異地戀，
是個黐身女友，以前都試過異地戀，但未了解便走了。她續
說：「不過一朵花都沒有收到，真的要檢討自己，反而最開心
是收到兩個姨姪女唱生日歌的錄影帶，真的冧爆，搞到我想盡
快生一個，我好喜歡小朋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Z風暴》老闆黃百
鳴率領參與演員古天樂、陳靜(DaDa)、盛君、林家棟
及廖啟智昨日舉行慶功宴，該片上周四上映即錄得單
日票房之冠，至昨日共錄得五百萬票房，成績不俗。
剛從內地回港的古仔，被問到在新戲《暴走迷城》

中，做其替身的演員在拍危險鏡頭時發生意外，生命
一度有危險，古仔收起笑容謂：「知道該替身現已離
開深切治療部，但仍需接受漫長的治療和休養。」古
仔續說：「那場戲是要衝出馬路被車撞一take過，又
要跳橋和跳船，但導演說那場戲份稍後再拍會有改
動。(到時要親身上陣拍攝，會否怕有意外？) 會試好
位先，都會顧及個人安全，況且太危險動作，導演都
不會讓我親自上陣。」

DaDa自爆有心儀對象
而DaDa亦有聽聞替身嚴重受傷的事，也明白有時

拍攝會存在一定危險，她說：「在《Z》片中有場山
泥傾瀉鏡頭，最終也沒用替身，自己親自演出，因相
信武指的專業。」
《Z》片乃DaDa情緒病康復後的首部作品，她坦
言心理上壓力很大，其後已逐漸放鬆以最好心態演
出。問到她的感情生活，DaDa直言有心儀對象，對
方是圈外人，現時雙方正在了解階段，DaDa又大讚
對方對其身邊朋友很好，又很明白娛樂圈工作，但
並非傳聞中的那位金融才俊，只是打工仔一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陳鈺芸
（JuJu）昨晚代表拳館參加《The One Leg-
end泰拳賽》，出戰46kg級別的JuJu與對手
激戰三回合後，獲三位評判一致裁定勝
出。
首次出賽打泰拳的JuJu表示閉關苦練一

個月，進行密集式訓練的她，令全個拳館
的女將都不願和她訓練，結果要由男拳手
跟她對打，她笑道：「我會繼續打泰拳，
今次贏了給我很大鼓勵。」JuJu坦言不怕在
比賽中受傷，笑言自己是個捱得之人，她
說：「比賽實會中拳，但我跟男仔打開，
被女仔打中完全沒感覺，我想話給大家知
我是一位打女。」不過，JuJu表示稍後要到
新西蘭拍西片，未來4個月都不在港，暫時
無法再出賽。
客串做表演嘉賓的周啟生，昨晚在比賽

之間玩音樂為觀眾增添氣氛，他笑言也曾習泰拳、西洋拳和跆拳道，但現在只
能用來對付蟑螂。問到兒子有否興趣練拳，周啟生指兒子喜歡音樂，現在學打
電子鼓，戴上耳筒就不會騷擾到別人。至於早前被法庭判罰做社會服務令是否
已完成，周啟生表示尚有一、兩次工作要做。

香港文匯報訊 周杰倫(周董)昨晚在台灣舉行其金曲
音樂講堂，分享創作經驗。外界一直盛傳周董與女友
昆凌兩人好事將近，昨晚記者問周董結婚規劃時，他
大方說，最好是在明年1月滿36歲前結婚，更表明說
到做到。不過周董透露還沒準備婚戒，會想出浪漫的
求婚方式。
另外，與周董關係友好的曾志偉偕譚詠麟、陳百
祥、方中信等前晚到有份投資的火鍋店試食大會，多
位圈中好友如佘詩曼、鮑起靜、文頌嫻、洪天明和太
太周家蔚等也有現身支持。

志偉笑曾國祥常換畫
志偉同時還投資黃宇詩新開的內衣店，他表示知道

對方有心創業，又親力親為打理生意，所以才出手幫助，並投資七位數字：
「就當作是幫助細侄女吧，黃霑又是前輩，我沒想過是否要賺錢，只希望她越
做越好便夠。(你會幫忙設計內衣嗎？)哈哈，男人只知手感，女性朋友說要戴得

舒服，我怎會認識這個？」志偉稱將來
兒子曾國祥要創業都會支持。但問到會
否開戲給他拍？志偉即笑說太危險，其
實他們有個不明文規定不能靠家人的
錢，所以兒子首部戲才不是由他投資。
問到或將來可開戲給他捧女友？志偉即
說：「不好，沒保障，他經常都換
畫。」提起蔡卓妍投訴無免費世界盃
看，志偉笑言相同待遇，他會去直接反
映，但說的卻是向體育部。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巨星韓國巨星RainRain（（鄭智薰鄭智薰）、）、Mandy LieuMandy Lieu與與Jessica C.Jessica C.等等

昨日到澳門出席珠寶店開幕禮昨日到澳門出席珠寶店開幕禮，，吸引半百市民圍觀及舉機拍照吸引半百市民圍觀及舉機拍照。。適逢今適逢今

日是日是RainRain的的3131歲生日歲生日，，他透露會在濠江吃餐好的慶祝他透露會在濠江吃餐好的慶祝，，有記者趁機問有記者趁機問

他會跟女友金泰喜如何慶生他會跟女友金泰喜如何慶生，，及會如何維繫感情及會如何維繫感情，，翻譯員即反應超快地翻譯員即反應超快地

擋駕說私人事不作回答擋駕說私人事不作回答，，也沒翻譯給也沒翻譯給RainRain知道知道。。

感情問題被過濾

澳門嚐美食過生日

聞楊崢則避談速逃

JuJu贏泰拳賽

周杰倫宣布明年1月前結婚

新戲主動咀又南 千語不用備案

替身拍危險鏡頭出事替身拍危險鏡頭出事
古仔拍戲會顧及安全古仔拍戲會顧及安全Bosco：仲講呢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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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又南黃又南((左二左二))、、吳千語吳千語((左三左三))與劉美君與劉美君
等出席等出席《《王家欣王家欣》》開鏡拜神儀式開鏡拜神儀式。。

■■陳鈺芸陳鈺芸

■■《《ZZ風暴風暴》》票房不票房不
俗俗，，古仔與古仔與DaDaDaDa相相
當高興當高興。。

■■左起左起：：黃智賢黃智賢、、黃宗澤與徐子珊黃宗澤與徐子珊
三位主角為三位主角為《《點金勝手點金勝手》》宣傳宣傳。。

■Mandy Lieu(■Mandy Lieu(右二右二))與與Jessica C.Jessica C.
((中中))看似性感看似性感，，但實則內有乾坤但實則內有乾坤。。■■盛品儒與現任女友蔡一鳳現身盛品儒與現任女友蔡一鳳現身。。

■Rain■Rain作出心形作出心形
手勢回應粉絲手勢回應粉絲。。

■ Rain■ Rain 乘坐乘坐
名貴房車到名貴房車到
場場，，並親切地並親切地
向粉絲揮手向粉絲揮手。。

■■左起左起：：譚詠麟譚詠麟、、陳百祥與陳百祥與
曾志偉合作投資火鍋店曾志偉合作投資火鍋店。。

■■周杰倫明確表明周杰倫明確表明
結婚計劃結婚計劃。。 中央社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