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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亞視與
廣西衛視及PPTV等網絡電視合作拍攝
之新劇《女神辦公室》（第二季）於昨
日在亞視大埔總廠進行開鏡拜神儀式，
除了內地演員參與演出外，今次也加入
亞視藝員袁潔儀、許瑩、張家瑩及劉錫
賢等。第二季共 200集的《女神辦公
室》總製作達七千萬，亞視佔一千萬投
資，劇集會到韓國、馬來西亞及台灣等
拍攝外景，亞視並於下周一播放首季
《女》劇，第二季將於十月緊接播映。
張家瑩坦言很高興能參與該劇的演

出，她笑言劇中講90後的女神，她勉強
也能當得到。
袁潔儀指她曾過檔無綫期間，有超過8

年沒拍劇，即使過去多演乖乖女或千金小姐，一直很想嘗試演不同的角色，對
於內地拍劇的步伐沒香港般急促，她相信自己也能適應得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李思穎）劉心悠、周
柏豪、莊思敏昨日為葉
念琛監製電影《小姐誘
心》拍攝海報，心悠和
柏豪穿上晚裝禮服現
身，他們在戲中是一對
性生活不協調的夫婦，
今次海報會有安全套圖
案和一些性感語句。
剛從台灣回港的心
悠，因皮膚敏感令額前
有印，要搽粉遮掩。對
於床戲尺度，心悠謂：
「拍時着住貼身薄睡衣
短褲，自己尺度來講是
首次這麼大膽，但並非賣肉性感，而是意識上大膽，拍時
房裡擠滿20多人，好熱鬧沒問題，但現在再想起便覺得尷
尬，不過同柏豪很有默契，(對方需否錫你身體？)都有㗎，
這是夫妻關埋門後的情趣。」
戲中，柏豪和心悠的性生活不協調，且欠缺自信，而在

現實生活中，柏豪笑笑說：「現實中性生活不會透露，不
過我做什麼都有自信，尤以近日要好有自信應付月底演唱
會，要近乎驕傲自大先可企上台。」柏豪表示跟心悠拍得
最激都是一些房事鏡頭，但拍出來很靚，問他有否觸到女
方重要部位？他說：「我們中間放了個咕，無咁尷
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莊思明和陳慧琳
胞弟陳司翰拍拖以來離離合合，上月傳出男方打
思明的消息時，女方仍為司翰護航否認其事，近
日再度傳出二人分手，昨日思明胞姐莊思敏證實
此事，透露他們不是男女朋友的關係，但再見亦
是朋友。
莊思敏以低胸性感打扮現身電影活動，成功搶

鏡，對於有指其妹思明和陳司翰分手，她直言：
「我知他們是朋友，但不是男女朋友關係，其實
已經有一段時間，(有否三個月？)沒去記有多
久，差不多啦。」失戀的思明是否很不開心？莊
思敏說：「她返了大馬探媽咪，平日見她沒有異
樣，(他們可否再見亦是朋友？)都可以，因他們
有共同朋友。」
莊思敏表示有見過陳司翰，但大家不太熟，私

下沒有約會。至於陳司翰與長髮女夜蒲，又送對
方返香閨，莊思敏謂：「那個女仔是大家的共同
朋友，之前已經識，(對方是否第三者？)這便不
知道，我不是當事人，但從相片中所看，都是正
常社交，吃完飯送女仔返屋企好正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袁詠
儀、諸葛紫岐、Amanda.S及汪詩詩
等昨晚出席護膚品牌活動，最近有傳
靚靚再度懷孕，記者向她恭喜，她笑
言保留這份祝福，只是之前吃得太飽
才肚凸凸。靚靚指其實八歲大的兒子
最想多個弟弟，但最近老公張智霖在
英國拍戲，待他回來要好好計劃一
下，畢竟她的年紀非輕，所以也有想
過人工受孕，但亦要老公配合。靚靚
說：「其實我有想過領養，但怕自己
不夠大愛會偏心，還是一切順其自

然！」
另談及向華強太太炮轟周星馳一

事，靚靚表示向太是她恩人曾幫她渡
過難關，周星馳在《國產凌凌漆》中
也給她這個新人很多發揮機會，且他
的確是位有才華的演員，故她只可
說：「我是細路仔，大人的事不便評
論！」問會否想跟周星馳合作？靚靚
表示要是有機會發揮也不抗拒，因大
家也只是工作接觸不理會他私下為
人。
諸葛紫岐被問到大伯薛世恆傳與廖

碧兒約會拍拖飲紅酒，她表示在家庭
聚會也會見到大伯但沒問他這麼私人
的問題，只要他開心便送上祝福。至
於對廖碧兒的印象，諸葛指過往工作
中碰過面，感覺她很靚女又友善。問
大伯對陳法拉是否未忘情？她說：
「吃飯聚會時也有傾有講，見他仍很
風趣在講笑好開心！」
前日是Amanda.S與前夫的結婚三
周年紀念日，由於剛離婚不久，她坦
言心裡是有點慼慼然，幸仍有朋友陪
她吃飯讓她不好想太多。

莊思敏證實
胞妹跟陳司翰已甩拖

亞視派員演《女神辦公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無綫新劇《張保仔》昨日舉行開
鏡拜神儀式，原定演張保仔一角的黃浩然，因突然患病入院休
養，角色由洪永城頂替演出，眾演員亦在大合照簽名準備送給住
院的浩然。拜神儀式舉行前，岳華率領台前幕後誠心祈禱，希望
劇集拍攝順利，各演員身體健康。
頂替黃浩然演出張保仔一角的洪永城，表示自己首次演古裝及

要剃頭，問到臨時頂替演出有否難度，他說：「難度一定有，不
過劇本寫得好，自己都勤力做功課，希望能幫助自己提升演
技。」至於黃浩然的情況，陳展鵬稱未有時間到醫院探他，只知
對方在隔離病房休養，免疫力方面出現問題，相信他休息多數天
就沒事。提到昨日是張國榮的生忌，一直視對方是偶像的展鵬，
抽空到寶福山拜祭，他說：「哥哥可以說是我的啟蒙，雖然我沒
看過他演唱會，但我唱的第一首歌是他的，之後就喜歡唱歌。」
之前為劇集拍宣傳片的陳凱琳，笑言未正式開工已弄到手腳瘀

傷，問她嬌滴滴的身形能否應付動作場面，她說：「還可以，其
實自己打戲不多，反而多落水和騎馬的場面。」
此外，昨日傳出無綫裁員100人，陳凱琳表示不知情況，陳展

鵬也沒聽聞有裁員消息，反覺得公司人手增多，很多舊同事如導
演、武指等都有回巢。
洪永城就相信裁員只是
傳聞，不覺工作環境氣
氛有所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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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昨日是「哥哥」張國
榮的58歲冥壽，，張國榮生前經理人
陳淑芬特聯同兒子家豪，好友連炎
輝、哥哥生前助手Kenneth及一班歌
迷，到寶福山向哥哥送上生日祝福。
數十位來自香港、內地、日本和越南
的「哥」迷，為哥哥送上鮮花、生日
蛋糕、心意卡及千羽鶴等祭品。
今年4月1日，陳太在寶福山答應如
得到一百萬人次「哥」迷支持，便會
考慮製作一個「張國榮音樂劇」，隨
即得到許多「哥」迷的熱烈支持，截

至目前，總人次更逾142萬！在此，陳太特於現場向所有愛戴張國榮的「哥」迷
和朋友表示感謝。而很多「哥」迷表達了對演出「哥哥」人選的關注，陳太對
此表示理解，請大家放心，因為在她和「哥」迷心中，「哥哥」是無人可以代
替的，因此她會嘗試用其他方式包括用高科技把「哥哥」重現大家眼前。
其實早於2001年「哥哥」曾親口答應陳太會幫她做一個舞台劇，所以陳太希

望這個未來的音樂劇能與「哥哥」共同實現這個承諾。

陳淑芬製音樂劇
「哥哥」或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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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詠儀 擬人工受孕追多個

台上華仔又鼓勵有份演出的女學生不要太
快踏足社會工作，要繼續讀書，像他現

在也很想再讀書。事後華仔接受訪問時表
示，很想讀室內設計，因為不用有學歷才可
做到，不過自己就未曾為屋企設計過。
談到近日網上流傳一篇《為什麼這麼多人
黑周星馳？》文章，因內容並提到中國星主
席向華強，而惹惱向太陳嵐，事後向太除了
大數星爺罪狀外，更表示華仔曾跟她講過，
與星爺不是朋友。問到華仔可有留意星爺的
報道？有備而來的他主動回應說：「你想問
啲咩？」曾與星爺合作《整蠱專家》及《賭
俠》的華仔，被問到可了解星爺？他指：
「當時大家工作個個都好忙，唔太深入了
解，我見到報紙的報道，知道是甚麼事。」
至於向太說到他與星爺不是朋友，華仔就表
示要澄清：「我無話佢(指星爺) 唔係我朋
友，我只不過話向生(向華強) 係我過去將來

同現在的好老闆，可能我表達有問題，令到
向太誤會咗，唔係我講㗎，要澄清返。」

曾因條件問題合作不成
向太又指周星馳自己片酬叫到二千萬元

時，他想請華仔拍戲卻給他120萬元。華仔
指片酬是出面的傳言，不過他承認大家之前
曾有機會合作，但因條件問題，最後雙方有
禮貌地拒絕了對方。問到是甚麼問題令合作
不成？華仔指無法話給大家知。至於當年與
星爺合作時可有拗撬？華仔笑道：「無，我
好就得人。」有記者當場問華仔，指當年見
到他與星爺拍戲時，二人鬥掉劇本？華仔否
認有其事，並說：「我可以講，現在將來我
都係周星馳影迷，(同星爺係唔係朋友？) 朋
友就唔敢講，(等埋位時有無傾偈？) 我同關
之琳、Deanie姐都好少傾偈。」問到華仔是
否擔心星爺不當他是朋友？他帶笑說：「唔

擔心。」
提到向太與星爺的恩怨，華仔指這是他們

二人的事，相信會有好的方法解決，他們旁
邊人講得太多了，世界少些紛爭拗撬就好。
問到與星爺會否再有合作機會？華仔說：
「好希望同佢合作，(用甚麼身份合作？) 得
啦，你知㗎啦。」
同樣曾跟星爺合作拍電影《逃學威龍》的
Deanie姐，談到星爺時就顯得避談，她說：
「真係好對唔住，我唔知娛樂新聞，我只係
睇外國謀殺案。」她表示與星爺合作時無拗
撬，對他的印象是他屬有天分的演員，不過
私底下無聯絡。問到會否有機會再合作？
Deanie姐說：「有機會先啦。」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思穎）蕭亞軒、
李 嘉 欣 、 容 祖 兒
（Joey）、何超儀等昨
晚出席時裝展覽揭幕酒
會。蕭亞軒在前男友柯
震東於北京涉毒被捕放
返台灣後，昨日首度來
港，提到她的舊愛柯震
東近況，蕭亞軒希望大
家給予鼓勵和支持，相
信他會更好的，蕭亞軒
在對方返台後有作簡單
問候，但就盡量不想打
擾對方。說到柯震東在
社交網站上重新關注
她，是否意味倆人有復
合機會，蕭亞軒不作正

面回應，只說希望對方健康、平安，大家也要
給予他一點時間，好朋友可以做一輩子。
蕭亞軒完成活動後，將於今日返回台灣工

作，這陣子她忙着個人品牌和唱片宣傳，也沒
時間休息，所以只能在工作中尋找樂趣。

李嘉欣指大伯許晉乾離世很突然
近日許晉亨家族在報章刊登訃聞，公布許晉

乾離世消息，身為許家新抱的李嘉欣表示家人
已處理好身後事，心情亦告平復不少，不過老
公則非常傷心，自己也不知如何安慰老公。關
於大伯許晉乾離世原因，嘉欣只輕輕透露他是
病逝，不過他為人低調，我也沒資格多說。」
問許晉乾離世消息很突然？她坦言：「也

是，之前的情況還不錯，我跟丈夫拍拖到現在
一直有保持見面，丈夫是最傷心的。」
此外，近日新推出智能電話掀起搶購熱潮，

但Joey無須加入戰團，因她是電器公司的代言
人，每次推出智能電話，客戶都不會讓她失
望，不過Joey自言不是貪心之人，擁有一部便
足夠，若然有多部便當給男友劉浩龍，沒有的
話便由男友自己去買。問到若然客戶不送會否
叫男友送？Joey甜笑道：「這智能電話要千方
百計才得到，沒辦法都要他出動。」

沒回應跟柯震東復合機會

蕭亞軒稱可做一輩子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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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劉德華、影后葉德嫻（Deanie姐）昨日到

銅鑼灣出席勵志電影《爭氣》宣傳活動，導演楊紫燁與三位有份演出的學

生上台分享拍攝經歷，而華仔及Deanie姐亦有分享觀後感。華仔昨日主動

澄清指他沒說過星爺不是朋友，可能是向太誤會，又指自己好就得人，雙

方未曾有拗撬，望將來可再合作。

■周柏豪與劉心悠飾演一對性
生活不協調的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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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靚靚指八歲大的兒子
最想多個弟弟。

■蕭亞軒希望大家向
柯震東給予鼓勵。

■■導演楊紫燁與三導演楊紫燁與三
位有份演出的學生位有份演出的學生
分享拍攝經歷分享拍攝經歷，，華華
仔及仔及DeanieDeanie姐亦有姐亦有
分享觀後感分享觀後感。。

■■劉德華與葉德嫻不排劉德華與葉德嫻不排
除跟周星馳再合作除跟周星馳再合作。。

■■劉德華與周星馳曾劉德華與周星馳曾
合拍合拍《《賭俠賭俠》。》。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李嘉欣(右)表示家人已處理好大伯許
晉乾身後事。

■頂替演張保仔的洪
永城(右)，向患病的黃
浩然送祝福。

■陳淑芬、陳家豪、連炎輝及哥哥生前
助手Kenneth昨日到寶福山向哥哥送上
生日祝福。

■袁潔儀(左)和張家瑩有份參與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