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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焯羚）上一代的演藝界前輩通常都是性情中
人，很有人情味和念舊，他們對同年代出身的傳媒朋友都很友善和長
情，就以岳華和恬妮為例，每當華哥忙完一輪或者回溫哥華小休探女
之前都約傳媒老友茶敘聊天談近況，互相問候一下。剛拍完TVB劇
集《商戰》的華哥準備回溫哥華度假，昨日約老友茶敘。
昨日剛巧是7月7日「七.七盧溝橋事變」，華哥與一班傳媒老友茶

敘，講到「盧溝橋事變」，華哥可以很清晰講出事件是日軍借題發揮
找藉口侵華，事件中那所謂失蹤的日本兵名叫志村菊次郎，他只是迷
了路，而且也找到了，但當年日寇的指揮官「牟田口廉也」仍然乘機
發起戰爭，後來還因此得到日皇的嘉獎。歷史常識勝過不少年輕人。
原來華哥在溫哥華《星島日報》有寫專欄的，對於近期香港出現的社
會亂象很關心。華哥都痛恨那些在香港搞暴力示威的政客，和幾個
「垃圾議員」一邊支取高薪已經是拿納稅人的金錢，另一邊還搏命
「拉布」，浪費納稅人的錢！
華哥還憂心地說道：「我在溫哥華《星島日報》的專攔內也堅決撻

伐這些暴民和反華禍港的人！最基本的國家民族觀念都沒有的人，根
本不是人！是千古罪人！問題在於某些人把持着輿論的平台，儘管是
一小撮，卻聲氣多多，腦子不清的群眾就容易被他們影響。我真不希
望香港人把文革最壞的影響搬來香港。」
筆者不禁讚華哥真是熱血男兒，不會因為自己移居温哥華就懶理香

港， 仍關心香港。華哥感性地說：「無論去到天腳底，我仍心繫中
國香港，生於斯，長於斯，何能置身事外？只有痛心。」
華哥與恬妮姐用他們的親身經歷證明中國有的優點，香港獨有的好

處，港人要珍惜，不應對中國有偏見。說話散發很多正能量，更呼籲
大家合力輸出正能量，抗拒政棍荼毒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李思穎）衛詩(Jill)
以「種族融和大使」
身份，聯同Soler 出
席港台紀錄片《我家
在香港》記者會，Jill
在活動上穿上民族服
裝和一班尼泊爾人士
大跳民族舞，又表演
非 洲 鼓 ， 十 分 熱
鬧。」
有傳華納曾接觸Jill

商討合作大計，可是
因華納改組令事件有
阻礙，對此，Jill承認

大家有接觸過，但仍未落實，對方所給條件也不錯，現正
等他們回覆，Jill表示若然合作不成，也不會失望，證明
不是屬於自己的東西，但精神上可能有點失望。至於胞姐
衛蘭做中間人安排妹妹重返A Music一事，Jill否認指沒
這回事。
Jill之前有份參與電影《臥虎藏龍2》試鏡，暫時未知結

果，但就是一次很好經驗，也希望可以在電影上發展，想
嘗試多些不同工作，賺多些錢。說到衛蘭在A Music被投閒置散，
Jill透露姐姐正籌備新專輯和演唱會，這段時間都很忙，公司都好錫
姐姐，那衛蘭的經濟情況是否都可以？Jill說：「係呀，多謝。」記
者指擔心衛蘭沒工作，Jill和應說：「我都擔心呀。」
Jill表示跟男友已拍拖三年，近日男友由紐約回港定居。Jill笑言

也想結婚，但希望大家先找到一份穩定工作，才考慮結婚問題。
Soler的Julio回復單身後，近日清減不少，他否認是為情消瘦，

純粹是應付稍後開拍兩部電影，其中一部是王晶執導，當中不乏露
肉鏡頭。

香港文匯報訊羅蘭跟陸永主持新一輯
節目《區區有鬼故》，將於26日播出為
期七個故事，每周將播放一集，昨日兩
人跟有份演出的王浩信、沈卓盈、李詩
韻進行開鏡及拜神儀式，當拍照時羅蘭
姐更即場「龍婆」上身，非常專業！
羅蘭姐表示今次她身兼兩職任主持和

「龍婆」一角，問到會否要求早點開工
可多點休息時間？羅蘭姐表示沒所謂，
因為拍劇總會有分早、晚，這是十分正
常，而她剛完成新劇《老表，你好
hea！》，之後會客串演出《天眼》，完
成後便可全情投入拍攝此節目，羅蘭姐
笑說每逢到農曆七月及十月哈囉喂，電
話就會開始響過不停。
而正日生日的王浩信自爆向來怕鬼，原

先想推此工作，但知道可跟羅蘭姐合作才
答應，於節目會與詩韻上演一幕淒美的愛

情故事，他笑言這是份非常特別的生日禮
物。那問到會跟太太陳自瑤如何慶祝？王
浩信表示晚上會吃飯，今次特別要求不需
送禮，因為想儲錢置業，女兒又開始讀幼
稚園：「太太會親自下廚，佢好叻煮飯，
所以鎖住咗我個胃，不過今年真係要節衣
縮食。(但想唔想追多個？)好想啊，但現
在係搏殺期，有時幾晚無返個女唔認得
我，感覺都幾hurt！」

沈卓盈手指有骨囊腫
另外沈卓盈日前弄傷右手手指尾導致

骨裂，她透露因這次受傷才發現原來手
指有骨囊腫，因為西醫要開刀放膿，所
以暫時先選擇看中醫，待六星期讓傷口
痊癒，問到可有影響日常生活？沈卓盈
無奈地說：「有㗎，連手袋拉鏈都拉唔
到。」

岳華痛心香港出亂象
撻伐反華禍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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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鬼節 羅蘭電話響不停
王浩信為妻女節衣縮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鍾舒漫曾開
過畫展，她表示從小已有志願成為漫畫家，
不過香港出色的漫畫家不多，又加上大人的
打擊說搵不到食下令她一早打消念頭，但現
能夠在另一興趣唱歌與音樂方面發展也很高
興。
鍾舒漫表示仍有想過推出連載漫畫，以前

會想畫愛情故事，但人成長經歷多了，會希
望故事不這般平面可以豐富一點，她笑說：
「可能會講自己在娛樂圈的經歷，也不一定
講愛情，不過相信要實踐最快也要三年之
後。」而在娛樂圈的日子，她最深刻是能踏
上理想之路，同時亦獲得父母支持，只是曾
試過捱到一副殘樣時，父母都有勸她退出不
好再做，然而她仍希望堅持理想不會放棄。

鍾舒漫想做漫畫家受阻

香港文匯報訊近日網上盛傳一位天后級女藝人，於北京吸毒被
公安拘捕，幾位天后級的女藝人因而被捲入此風波，當中包括王
菲。為此，王菲的經理人陳家瑛昨日以「陳家瑛製作有限公司」
發出嚴正聲明，聲明如下：「就近日網站傳聞有『天后』涉嫌吸
毒被捕，媒體未經核查事實便隨意以本公司旗下藝人王菲的照片
作相關報道內容刊登，此舉實屬惡意攻擊及誹謗，嚴重誤導讀
者。請各媒體自律保護新聞行業的專業操守不要肆意傳播謠言，
並立即停止這種具有影射性的不實報道。本公司將保留所有追究
法律責任的權利。」

陳家瑛發嚴正聲明
否認王菲涉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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灑男兒淚
Chilam致謝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一連三場張智霖《Chilam

Crazy Hours Live 2014》演唱會前晚假紅館開鑼，操練多時

的Chilam亦不負眾望，在萬人前展示七嚿腹肌，令全場起

哄，更獲寶貝仔魔童「聲演」撐場講鬼故。太太袁詠儀則不

停進出台前台後打點，Chi-

lam以一曲《今生今世》送

贈靚靚，冧爆老婆，當

Chilam多謝各方好友時，

終忍不住滴下男兒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
官恩娜 (Ella)明天便踏入35歲生
日，可是伊人竟忘記自己的大日
子，直至收到按摩中心電話，說
她可享用生日優惠，才恍然醒
起。
Ella昨日到電台宣傳，她笑說要

按摩中心提醒先記起自己生日，
表示當天應該要開工度過，Ella也

不期待有任何驚喜，揚言心血小
受不來。笑問如果男友求婚送驚
喜？她一臉不受落說：「現階段
仍想繼續工作，到時結婚的話，
這些開心事一定同大家講。」
Ella快將要拍攝唱片封套，所以

正努力瘦身，這陣子吃得很清
淡，不過其男友為免Ella捱餓，
便經常買 Ella 愛吃的零食，為

此，Ella跟男友嘈過好幾次，男友
說是關心她，Ella就反駁對方是害
死她，會影響她的事業。Ella有點
後悔謂：「其實我也不太體貼，
也知他是疼錫我，之後男友便不
再買零食來，之前有晚肚子很餓
想吃零食，當打開櫃一看，空空
如也，原來他把所有零食都取走
了。」

官恩娜緊張減肥痛罵男友

人緣不俗的Chilam，獲不少圈
中人捧場，計有周秀娜、蔡

一傑、蔡一智和太太、蕭定一一家
三口、諸葛梓岐和老公薛嘉麟，伍
詠薇夫婦、陳敏之和男友等。囝囝
魔童沒有坐在嘉賓席，成功避過傳
媒耳目。
打頭陣嘉賓請來四位高登女神，
Chilam先介紹黃美棋、「大埔Lu-
Lu」董嘉儀和杜小喬出場，最驚喜
便是魯芬的現身，她出來便想樸向
Chilam，雖然閃避得及，最終也是
逃不過被魯芬偷吻和抱抱，其間邀
請一位「宅男」上台玩遊戲，Chi-
lam搞笑問對方「結婚沒有？識食
就食魯芬」，「宅男」粉絲又揹起
魯芬行三步贏得獎品。隨後又請了
一名孕婦上台陪唱情歌，該大肚女
歌迷表現得如痴如醉，還說已為兒
子改名「Jayden」，Chilam親切地
跪下細聽對方肚皮以示關心，又充
當攝影師為她和老公合照，最搞笑
是大肚女粉絲竟推開老公要跟Chi-
lam合照，引來全場大笑。

脫上衣晒七嚿腹肌
Chilam又找來魔童聲演講鬼故，
現場播出魔童說話的聲音，魔童話
要倒立才可看到電視機裡好靚的姐
姐，此時，Chilam即在台上倒立，
雨僑便以一身紅色打扮的女鬼造型
吊在半空出現，跟Chilam合唱《片
片楓葉情》。

化身「Cool魔」的Chilam迷倒
現場不少粉絲，至獻唱《尋開心》
時與一眾女舞蹈員上演一幕火辣場
面，女舞蹈員的手不停在Chilam身
上游走，之後脫下Chilam的襯衫，
在觀眾前展現出七嚿腹肌的弗爆身
形，女舞蹈員又解開Chilam褲頭鈕
露出黑色內褲邊，即時令現場升
溫。另一驚喜是Chilam迎合韓風潮
流，以韓文演繹《來自星星的你》
主題曲《My Destiny》。

操肌太苦自爆偷食
安哥環節時，「影帝」張家輝現

身獻唱《寂寞的男人》，二人更大
談「操肌」之苦，家輝表示早前的
8塊腹肌已經歸位變回一嚿，因他
們是同屬一位健身教練，Chilam
說：「有套電影《被奪走的12年》
講黑奴不停被虐待，我們的教練都
一樣，不停叫我做，繼續做。」家
輝即說：「我經常想打他，但他繼
續這樣。」Chilam續說：「仲有你
的茹毛飲血的生活，要搾爛雞肉來
飲，我慢慢都體會到，真的不能啃
下去，後來我都有偷食。」Chilam
自爆很欣賞家輝《激戰》中演出，
令他流下男兒淚，大讚他是香港的
光榮，二人隨即合唱《激戰》中的
歌曲《Sound of Slience》。
Chilam在感謝身邊朋友的幫忙

時，開始情緒激動，他抑壓說：
「一說這些就想哭，但我是演員可

以控制情緒。」最後都忍不住淌下
男兒淚。尾聲時，Chilam向太太送
上歌曲《今生今世》，靚靚以飛吻
回報，又跟着和唱，Chilam笑咪咪
說：「佢好熱情，好Hot，會不會
很肉麻？」二人大晒恩愛。
Chilam完騷後接受傳媒訪問，他

表示：「今次較上次表現更成熟，
可以忍到喊，我同自己講不該用這
情緒放在開心事上，其實好感動，
好易觸動自己，加上辛苦操練，想
起很多辛苦環節，可能平時歎慣，
開騷可以磨練自己，這幾日都只吃
白飯。」說到魔童幫手聲演，Chi-
lam謂：「花了很多時間錄音，在
台上忘了鳴謝他，他今晚都有來，
不過同其他auntie一齊坐，可以蒙
混過去，不想他成為焦點而影響其
他人。」

■獲老公獻歌晒恩愛，靚靚(中)明顯
冧爆。

■鍾舒漫想過推出連
載漫畫。

■再化身「龍婆」的羅蘭將跟陸永、王浩信、沈卓盈、李詩韻等合
拍鬼故節目。

■ Chilam 答
謝好友時眼泛
淚光。

■岳華夫婦將回加國探望女兒（右）。

■衛詩聯同Soler出席《我家
在香港》記招。

■■官恩娜官恩娜((左左))
竟忘記自己竟忘記自己
的生日的生日。。

■魯芬最後成功跟Chilam抱抱。

■Chilam邀來「影帝」張家輝任嘉賓。

■赤裸上身的Chilam
與女舞蹈員上演火辣
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