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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網上有人刊登
以劉德華名義，將為電影《門》招
募演員的啟事，特此昨日華仔所屬
的經理人公司發聲明澄清並無此
事，並指華仔亦不會參與該片之演
出。

聲明如下：「本公司於2014年6
月30日，發現內地微博刊登一則以
本公司藝人—劉德華先生將主演
由索思映畫製作的電影《門》來招
募新人演員的不實啟事。

本公司在此鄭重說明，本公司完
全沒有與該電影劇組有任何關連，
劉德華先生更不會參與該電影之演
出，特此嚴正聲明。

該則不實信息指出 : 索思映畫製
作的院線電影《門》，導演：馬
韶，男主角為：劉德華，女一、男
二、男三，包含其他次要角色都打
算採用新人，並留下聯繫人副導：
一南，微信號、電話號碼、可預約
時間、地址試鏡，等詳細資料。本
公司曾詢線打電話過去詢問，並發
出律師函件，要求對方停止此不實
信息。

本公司於7月4日，再次發現，
有以「幫好朋友轉發」微信等通訊
方式，內容繼續再度以劉德華將主
演該電影來招募新演員的訊息，並
以此欺騙業界經紀人公司。

本公司再致電索思映畫製作公
司，並再度取得不實詐騙的証據。

據此，本公司保留所有法律權
利。並且不希望有人誤信騙局，特
此嚴正聲明，以正視聽。請社會大
眾及各經紀人公司同業及對演藝事
業有興趣的新人們小心避免受騙上
當。 亨泰環宇有限公司謹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Kelly-
Jackie正為新歌《留言信箱》宣傳，昨
日便到新城做訪問，她透露新歌是指她
和男友之間出現第三者，而在現實中，
KellyJackie也遇過相同遭遇。

KellyJackie 自覺有很強的直覺，她
說：「當時跟前男友拍拖，對方有段時

間的態度很冷淡，又不經常找我，後來
我們分手，家人先敢講曾見到他拖住另
一個女生，但當時不敢對我說出來。」
KellyJackie經常都會在家人面前裝強，
因不想他們擔心，往往有事時便會躲起
來哭一頓，之後便以堅強面孔出來示
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許廷
鏗（Alfred）昨日現身港台為自己首次
擔正的廣播劇《留下士多》進行宣
傳，一向主力唱歌的他對於首次聲演
就做男一，笑言花費了很多人力物
力，但團隊都很錫自己，不過就很難
再有第二次。

嘗試過廣播劇後，未來想不想一試
拍戲滋味？Alfred直言需要時間，因早

前為《勁歌金曲》做主持都大感不習
慣：「食螺絲外自己又不善辭令，覺
得仍有進步空間，雖然唱歌是主要，
但見到《星夢傳奇》不同的朋友開始
拍劇，所以我都覺得劇集和電影終有
一日會拍，因為不可以一成不變！」
Alfred更自爆一向害怕面對人群，但面
對觀眾唱歌就沒問題，所以當日首次
做主持甩嘴大感尷尬又面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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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聲幫」陳國峰唱功了得就係人都知，原來他也
甚有生意頭腦，年紀輕輕已經成為老闆，和幾

位友人夾份在佐敦開設的日本拉麵店開業一年，已經做到收
支平衡，本月更於西環開分店。「因為緣分的關係，和
《Big Boys Club》的節目監製謝英偉（Kent Gor）十分投
契，咁阿Kent話合作搞食肆生意，自己也覺得不妨一試。
首次做老闆心情既緊張又興奮，個人投資了6位數，現在剛
好一年，也算有不錯的成績，所以我們決定乘勝追擊，於西
環高街再開更大面積分店。」陳國峰順勢問陳凱琳有冇興趣
一起過下老闆癮？Grace說：「有，但一步步慢慢來，我鍾
意食西餐，要搞都搞西餐。投資生意要好謹慎，我不想交學
費，搞到損手離場。」

監製盛讚Grace表現自然
正所謂力不到不為財，訪問當日監製Kent Gor正好落

舖巡視，見到Grace的到來，立即叫Penny親手煮碗牛舌
拉麵予伊人品嚐。言談間，原來Grace今次參與《搵食飯
團》，Kent Gor一早開節目時，已經構思想找Grace，
Kent說 ：「之前在公司走廊見到Grace，我同佢講話想找
她做飲食節目，佢好爽快地一口就答應。但都要公司放人
先得，始終她是應屆港姐，公司會顧及她的形象。後來她
加入做主持，做得好舒服自然，不會矯飾。」在旁聽到監
製如此盛讚自己，Grace笑言首次正式主持節目拍攝輕
鬆：「很多謝Kent找我做這個節目，自己是新人，咩都
想試，做飲食節目最緊要自然，我不介意大啖大啖食，在
節目中我都係做返自己。拍呢個節目前我都有擔心，因為
港姐有很多慈善活動要參與，當初怕冇咁多時候join劇
組，但Kent Gor同我講，只要我有時間，隨時可以join。
所以有時我早上有活動，就下午加入拍攝隊伍。」

Penny最怕吃苦瓜
一向身形纖瘦的陳凱琳表示自己好鍾意食東西，但卻因

為自己食極唔肥，所以自己都會唔開心。Grace表示因為
自己瘦，人人以為自己為靚而減肥，其實已經食好多，但
真係食極唔肥，咁講好似晒命咁。Grace說：「只要食得
開心，食得健康，多做運動，就可以食極唔肥，我想將個
正面信息傳出去。」作為新人，Grace表示拍到呢個節目
最大得就是多人認識，更加入屋。話說做咗呢個節目
後，凱琳與媽媽去九龍城食飯，老闆表示可以免費請母女
食一餐。她說：「我不是貪小便宜，不過有人識，對我咁
親切，我覺得好開心。我們成日周圍食，食到有人識，有
人仲同我講，我去食嘢唔使畀錢。」

Grace同Penny食勻港九新界，問到有冇試過食奇怪食
物？Grace說：「有，本來去食韓國菜，但突然要我們飲
蠶蛹湯。大隻仔(溫家偉)在外國大，動物的手手腳腳、內
臟，佢唔肯食，得我同Penny肯食。」Penny表示自己最
怕吃苦瓜，幸好在節目中未試過。

拉麵店一年回本 陳國峰趁勢再開

陳凱琳
應屆港姐冠軍陳凱琳（Grace）因為與陳國

峰（Penny ）合作《搵食

飯團》而成為好友，

呢日Penny特別

邀請Grace去自

己所開的麵館，

親手炮製一碗足料

靚麵比女方品嚐。

見到好友 Penny 做

生意有咁好成績，原來

Grace也有興趣做生意，但要一步步來。

食出食出知名度知名度

多人請多人請

許廷鏗做主持食螺絲好尷尬

韓模2K叫記者驗胸

KellyJackie在家人面前也裝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
名模Mandy Lieu簽下的2K韓模金
愛 妍 (Kim) 及 日 模 清 穗 久 美 子
(Kumiko)與鍾舒漫(Sherman)、許靖

韻、黃芷晴、蔣怡及楊思琦前往睇
騷，貝安琪與Rosemary擔模特兒負
責行騷。提到金剛女友陳蕊蕊看過
2K性感谷胸照片批評2K胸部硬疑
似「打假波」，2K竟大膽請在場記
者用手驗證其胸脯，更揚言是貨真
價實，也沒因受質疑感到不開心，
也是人家覺得她們好才會發出攻
擊，實在是各花入各眼，不會跟別
人去比較。提議不如找醫生驗胸作
證明反擊，2K倒覺得沒這樣需要。

黃芷晴身穿腰間兩側開窿裙卻不

慎露內褲邊，她苦笑一直有夾住行
盡量小心，也覺得性感不一定露
胸，她穿的露腰裙感覺也頗高貴。
夏天到來會否行泳衣騷？她說︰
「有人找也想一試，但我手腳幼其
實是中央肥胖衫遮到，所以先要
減肥。」她又指父母不會阻止她行
泳衣騷，最擔心是怕她肥會露出醜
態。至於鍾舒漫跟許靖韻不約而同
也是瘋狂買化妝品，即使獲贊助，
但每逢出特別版也會花數千元入
貨。

採訪：植毅儀 攝影：莫雪芝
場地：巨一麵堂
服裝：Caramel(陳凱琳)、Lee Jeans(陳國鋒)
眼鏡：Fleye Glasses(陳凱琳)
髮型：Hair Salon Charles Ng(陳凱琳)

■日本模特兒清穗久美子及韓國模
特兒金愛妍出席活動。

■■監製謝英偉監製謝英偉((右右))大讚陳凱琳做得放大讚陳凱琳做得放。。

■許廷鏗（Alfred）昨日現身
港台為自己首次擔正的廣播劇
《留下士多》進行宣傳。

■KellyJackie透露新歌是指
她和男友之間出現第三者。

■■陳國峰親手煮了碗足料靚麵比陳凱琳品嚐陳國峰親手煮了碗足料靚麵比陳凱琳品嚐。。

■■陳凱琳表示自己陳凱琳表示自己
好鍾意食東西好鍾意食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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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體育台

8:00 協會盃網球賽決賽 捷克
對 塞爾維亞

9:45 體育王
10:00 FIBA 籃球世界
10: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12:00 FIBA 籃球世界
12: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杜拜站
2:00 體育王
2: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4:00 體育王
4:30 協會盃網球賽決賽 捷克

對 塞爾維亞
6:15 體育王
6:30 FIBA 籃球世界
7: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8: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杜拜站

10:00 體育王
10: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12:00 體育王
12:30 協會盃網球賽決賽 捷克

對 塞爾維亞
2:15 體育王
2:30 FIBA 籃球世界
3: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4: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杜拜站

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6:00 朝聞天下
8:30 公益宣傳短片
8:33 電視劇：穆桂英掛帥

11:51 導視
11:52 公益宣傳短片
12:00 新聞30分
12:35 今日說法
1:13 電視劇：女人進城
3:41 公益宣傳短片
3:44 人與自然
4:11 天天飲食
4:43 第一動畫樂園
7:00 新聞聯播
7:39 焦點訪談
8:04 前情提要
8:06 電視劇：十送紅軍

10:00 晚間新聞
11:03 電視劇：精忠岳飛
12:37 導視
12:39 正大綜藝
1:31 人與自然
1:58 天天飲食
2:13 電視劇：神秘人質
2:59 電視劇：愛在春天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6:00 中國新聞(直播)
6:13 遠方的家
7:00 中國新聞(直播)
7:28 海峽兩岸
8:00 中國新聞(直播)
9:00 天涯共此時
9:45 快樂漢語

10:00 中國新聞(直播)
10:10 中文國際(亞洲)
10:12 雙語劇場：生死依托
11:00 中國新聞(直播)
11:10 國寶檔案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直播)
1:00 華人世界
1:30 走遍中國
2:00 中國新聞(直播)
2:15 快樂驛站(海外版) 中國古樹

（第二季）
2:30 電視劇 神醫喜來樂
4:50 天天飲食(海外版) 中國古樹

（第二季）-3
5:00 中國新聞(直播)
5:15 遠方的家
6:00 中國新聞(直播)
6:15 中國文藝
6:45 國寶檔案
7:00 中國新聞(直播)
7:15 雙語劇場：生死依托(雙語)
8:00 走遍中國
8:30 海峽兩岸
9:00 中國新聞(直播)
9:30 今日關注(直播)

10:00 中華醫藥
10:45 快樂漢語
11:00 今日亞洲(直播)
11:26 遠方的家
12:11 中國文藝
12:41 國寶檔案
1:15 百家講壇(海外版)
2:00 新聞聯播（B版）
2:30 華人世界
3:00 中國新聞(直播)
3:15 中華醫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