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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之子房祖名，涉及容留吸毒，屬於刑
事案件，因此有可能被關押在北京市東
城區看守所，但目前無法獲得證實。 祖名被
捕後，成龍據稱已飛抵北京，但他與妻子林
鳳嬌至截稿前仍未公開前往探視。
昨日傍晚，成龍終就事件開腔，在微博寫
道：「首先，謝謝所有朋友的關心。兒子房
祖名出了這樣的事，我感到非常憤怒，也非
常震驚！作為公眾人物，我很羞愧，作為父
親，我很心痛，尤其是他的母親，更是心
碎。希望青少年以祖名的教訓為戒，遠離毒
品的侵害。在此，也對祖名說：做錯了事，

負起責任，並替祖名一起向社會公眾，深深
鞠躬道歉。 謝謝大家！」

柯震東見雙親激動落淚
另據內地傳媒報道，柯震東雙親聯同柯震
東經理人柴智屏，昨日下午 1 時抵達北京市東
城區拘留所，逗留約 40 分鐘後離開。這次是
柯震東被拘押 6 天後，首次見到家人，他當下
激動落淚，而柯的父母也雙雙不捨掉淚。
昨晚柴智屏再發聲明，指是次見面是有警方
陪同，柯母甫見兒子即上前緊抱，柯震東也不
停向家人說：「對不起！」。柴智屏又表示柯
震東對自己的錯誤有深刻認識，柯父向柯震東

陳
■慧琳坦言自己的皮膚
像有免疫力甚少敏感。

愛情片，記者笑是跟樂仔合演一對？他才笑着
解釋清楚：「不是呀，是純愛電影。」在旁的
崔始源也忍不住笑謂也很愛二人。柯震東與房
祖名涉嫌在北京吸毒被捕，彭于晏表示二人他
都認識，並力讚柯震東是一位天才型演員，是
個有禮貌的小孩，雖然他的行為令家人及粉絲
擔心，不過都已為做過的行為道歉，如果能給
他機會，他一定不會令大家失望的。

陳家樂康復進度良好
陳家樂之前在台灣拍《破風》炒車受傷入
院，他透露康復進度良好，皮膚傷口也癒合得
不錯，現靠鑲在裡面之鋼片的力讓鎖骨再生出
來，不過也需要時間。會否擔心戲份遭到刪
減？家樂無奈地說：「這都沒辦法，不可以因
為我影響到拍攝的進度，不過導演說過沒減我
的戲。」但外景隊即將到意大利，家樂表示卻
沒他的戲份，他也可以趁機會休息。他又指受
傷後找過單車教練及醫生去為他評估能繼續演
出，而之前休息了兩星期已發胖不少要鍛煉。
家樂笑指自己從單車上摔下就斷了骨，但其實
「跌車王」是竇驍，他共跌了十多次也只擦

謝安琪本性純良 沒被誘吸毒

豪言新劇收 點即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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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謝安琪（Kay）、胡蓓蔚及樂隊
Project Ace前晚出席時裝品牌的派
對，Kay透露近期正忙着為廣東新
專輯做後期製作。說到不少藝人參
與「冰桶大挑戰」，為肌肉萎縮性
側面硬化病患者籌款，Kay即說：
「我身體虛弱真係驚，其實活動有
淋水和捐錢，兩個方法都很好，我
好願意捐錢，會即刻捐，唔好淋
我，也看到很多藝人和運動員都有
接受挑戰，（張繼聰都被挑戰？）
好多人挑戰佢，真的不知他人緣好
抑或仇家多，不過他現時拍劇中，
可能難以在24小時內完成，不過他
一定會做。」
說到房祖名在北京涉毒被捕，
Kay有留意到新聞，她表示甚少碰
到對方，但始終別人的事不便多
講，加上事件涉及法律程序。問
到 Kay 曾否被引誘吸毒？她謂：
「沒有，我屬於乖底，身邊朋友
比較乖，不過近期瘦掉十磅，媽
咪都話怕不怕被人亂想做了什麼
事，(擔心囝囝將來學壞吸毒？)一
個家庭是需要互相親密去溝通，
父母和子女溝通很重要，小朋友
長大後會面對自己的世界，我的
小朋友尚小，暫時面對是糖和薯
片的誘惑。」

■彭于晏(中)與崔始源(右)等前晚於將軍澳香港
單車館拍攝《破風》。
損，真是好彩。竇驍坦
言自己跌倒過 11 次，最
嚴重一次是把頭盔跌
爆，說罷二人齊齊向傳
媒展示傷勢。另陳家樂
被同公司的新人王嘉慧
點名挑戰全球熱爆的
「 冰 桶 挑 戰 」 （Ice
Bucket Challenge），他
站在場外給同片女演員
歐陽娜娜冰水照頭淋，
他更點名彭于晏、竇驍
及歐陽娜娜接受其挑
戰。

■陳家樂

■黎耀祥與蘇玉華合巹交杯賀新劇高收
黎耀祥與蘇玉華合巹交杯賀新劇高收。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無綫劇集《載得有情人》播映
第二周傳來喜訊，平均收視有 29 點，最高更有 31 點佳績，是近
期少有能突破 30 點收視的劇集。昨日劇中 4 位主要演員黎耀祥、
蘇玉華、洪永城和唐詩詠返電視城開香檳祝捷，蘇玉華更開期
票，揚言收視達 40 點即會出嫁，洪永城更重穿唐詩詠劇中的
「明日香」造型，十分惹笑。蘇玉華對劇集有好成績感到特別興
奮，自言每天都收到監製的報喜訊息。問到收視再有突破如何慶
祝，她揚言有 40 點收視會立即結婚，追問男友是否已求婚成功
早有結婚計劃，她默認道：「唔講得，我都希望有 40 點任由大
家宰割，其實我們都是即興，希望喜上加喜紅雙喜。」
黎耀祥對拍檔承諾結婚表現興奮，更拍心口會包一席喜酒給劇組。提
到劇集之前被抽起要改播《西遊記》，現在劇集成功有沒有吐氣揚眉之
感，祥仔說：「《西遊記》在 5、6 月播，正所謂五窮六絕收視會差少
少，但對《載》劇報捷都感高興，希望帶返觀眾來睇電視。」
早前洪永城答應收視有 30點，會反串唐詩詠劇中扮動畫《新世紀福音
戰士》角色明白香的造型來慶祝，昨日他言出必行穿上動畫服，胸前更
寫上 31 代表收視成績，他笑言收視再有突破就輪到拍檔唐詩詠出招，唐
詩詠則說：「有 35 點收視我就再扮啤酒妹，升多少點就騷多少吋事業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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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安琪認為父母和子
女溝通很重要。。

傅
■嘉莉 月赴橫店拍攝。

近日房祖名跟柯震東在北京吸毒被
捕，對於內地嚴打毒品，會否擔心弟
弟在內地發展會受到引誘？Kelly 表示
也會擔心，但弟弟已 30 多歲是成年
人，這也是擔心不來，要是不停提着
他就會令他好煩厭，如果仍把他當作
是個小朋友，他心裡定會想這個姐姐
是否當他是傻瓜！會否也開始教仔仔
抗拒毒品？Kelly 說：「他們還是小，
況且這世界沒有鬼就沒有毒品了!」
Kelly 相信房祖名與柯震東已經受到很
大的教訓，下半世亦不會再行錯事
了，她還寄語：「吃下這麼毒的東西
要養好身子，真替成龍感到心痛，這
些事父母教不到，由公安拉了才懂醒
覺！」
陳爽身懷 7 個月身孕，但她仍穿上 4
吋鬆糕鞋及吊帶裙出席活動，她帶笑
表示只穿半小時，出來前也問准老公
的，她也不怕穿吊帶裙會着涼，並笑
指下半身的布也不算少。見她上圍升
cup，她坦言這屬正常，女人有 BB 都
是這樣子。
另黃芷晴於本月共參加了 3 個手作市
集，將親自設計的飾物去開攤檔，算
是跟市民分享未是賺錢的事業，她也
打算學設計鞋履。傅嘉莉接了內地劇
集，11 月起行到橫店拍攝，也算是她
的新嘗試。

近期多位藝人涉毒被拘，令網友不禁大嘆
娛圈似歪風盛行，內地男星孫紅雷前晚發微
博爆粗怒斥碰毒的「孩子」，又指為人父
母、家長的，自己要反省了。值得一提的
是，孫紅雷曾在電影《毒戰》中飾演緝毒大
隊長，另他也曾在《邊境風雲》中飾演毒
販，而扮演緝毒警察的反而是因吸毒被捕的
張默，認真諷刺。

蘇玉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電影《破風》
前晚凌晨於將軍澳香港單車館進行拍攝，台灣
帥哥彭于晏（Eddie）、韓國人氣偶像崔始源及
陳家樂等均有參與演出，吸引半百吸粉絲在場
外守候偶像為求見一面。彭于晏與崔始源前晚
一同接受訪問，二人均表示導演林超賢着重演
員於體力方面的發展，尤其要鍛煉下半身腿部
的肌肉，但又不能讓肌肉太多。彭于晏過去在
《激戰》中也要操練，他笑言不同之處，上次
是他跟張家輝一起辛苦，今次拍《破風》卻是
有很多人陪他們辛苦。在拍攝過程中，Eddie
坦言也有受傷，然而並不算很嚴重，畢竟拍攝
總會有危險，很多車手一樣有受傷。他苦笑
說：「下次不希望再拍關於運動題材的電影
了，很多影迷不知我是演員，以為我是運動員
吧。」
崔始源表示台灣的外景部分他已拍竣，即將
會跟大隊出發到意大利、韓國及內地再拍外
景，他最期待能夠跟世界冠軍單車手一同合
作，現時他都已練得一身肌肉來迎接挑戰。另
談及將有機會跟好友余文樂合作，彭于晏指對
上一次合作在12 年前，這次他希望跟樂仔拍部

爆細仔見靚女老師即飛撲

憂胞弟北上受不良引誘

孫紅雷爆粗怒斥碰毒青年

彭于晏崔始源為新片操肌

Kelly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陳慧
琳（Kelly）、傅嘉莉、黃芷晴、陳爽
及 Joycelyn 夫婦昨日出席一護膚品活
動，Kelly 即場獲頒發「最佳免疫力藝
人」大獎，她坦言自己的皮膚像有免
疫力甚少敏感。談到兩位兒子的免疫
力是否也夠強？她指不用上學時非常
好，但回學校就很容易病，以前大仔
有點鼻水已不會讓他上學，現在都沒
所謂，因每個學生也是這樣，但發燒
就要留在家休息。
Kelly 強調自己不會過分保護兒子，
像學校方面都有指引說學生生病吃藥的
話便不應上學，畢竟吃過藥回到學校也
只是在遊魂。她指細仔剛上學前班的試
班，最初經常嚎哭，不過當見到靚女老
師便會飛撲過去停了不哭。
另提到胞弟陳司翰涉嫌向女友莊思
明動粗，Kelly 指沒有聯絡過弟弟，她
維護說：「以我和他一起住那麼多
年，他一定沒有暴力傾向！」

正色道：「你要堅強！不管怎樣，你做錯了
事，勇敢認錯！當個身心健康的好孩子！」震
東也猛點頭。席間柯母則問兒子苦不苦？柯震
東哭說：「這是我應該受的懲罰！沒有資格說
苦！」她也透露柯震東想念親友和愛犬，用手
劃「正」字計算獲釋時間。
曾與柯震東譜出姊弟戀的蕭亞軒，也於微
博公開勉勵前男友不要就此放棄，並為「房
東」(房祖名、柯震東)加油，她寫道：「不准
放棄！聽到了嗎？ 一個錯不會忘了你們所有
的好，我們大家朋友等你們回來，我們記得
你們一切的好，路或許顛簸，但很快看見光
的帶領到平安，God Bless All Soul，我們都
在幫你們加油。」有網民盛讚蕭亞軒氣量
大，二人雖已分手，但仍不計前嫌鼓勵柯面
對難關。
「房東」吸毒被拘，引發社會不少爭論，

吳克羣昨日凌晨也為二人發聲，希望他
人不要再向「房東」踩一腳，並留言
說：「一場大雨落下，我們可以決定
自己要做彩虹還是風暴！犯錯的已
經受罪，無(毋)須人們再踩一腳！」
他更表示希望大家要管好一張嘴
巴，給機會別人同時亦是給機會
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