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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有指裁員與世界盃蝕錢有關，有份
拍特輯的阿倫說：「我們去巴西的機

票也是自費，沒有用TVB很多錢呢！」他
又指今日會到澳洲開騷，無綫也因利成便
邀請他與陳百祥及彭健新拍攝旅遊特輯，
有人笑指無綫慳皮，他即說：「增加號召
力！（有酬勞？）一定冇啦！頂多只有
一隻TVBuddy，我屋企有很多。（羅蘭姐
話收插蘇。）都好呀！夠實用！」

暗指新高層沒人情味
至於志偉及苗僑偉同樣以黑衣上陣撐無

綫員工，希望不會再有第二波裁員行動。
問到無綫賺七億仍炒人，志偉無奈地說：
「係囉！我在TVB二十多年，這裏一直是
個大家庭，我覺得好難過。」並反問為何
早前才請了百多人，如今又要炒五十人

呢？問到是
否對公司心

淡？他即眼濕
濕 及 搖 搖 頭

說：「有病的又炒，明年
退休的又炒，為何不調他們去其

他部門呢？」他又直言懷念邵逸夫爵士及
鄒文懷先生，皆因二人的電影公司結業
時，仍安排宿舍給舊員工及家屬居住，相
當念舊。再追問是否覺得公司不近人情？
志偉坦言感到可惜，並語帶雙關地說：
「如果大家一齊成長的便沒有這種問題，
可能他們沒一起共事過，才沒有這份情。
（矛頭直指新高層？）沒有甚麼矛頭，大
家也想為TVB出一分力，如果我在香港也
會現身聲援員工們。（傳余詠珊入主後剷
除異己？）總之希望不要有第二波，之前
請了百幾人，可見根本與生意及廣告無
關。」而三哥亦直斥公司大規模裁員有少
許不近人情。

此外，問到有否因「鋒菲復合」而恭喜
四哥？阿倫笑說：「叫他帶埋來欣賞我的
跨年演唱會吧，總之演唱會留了個嘉賓位
給他們，哈哈！」志偉亦為喜事送上恭
喜：「不過四哥話不談這些，最重要他們
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杜汶澤與陳靜(DaDa)的
《唐伯虎衝上雲霄》前晚舉行首映禮，戲中飾演飛機師
的阿澤與拍檔林子聰以型仔機師Look現身，DaDa就穿
上校服扮學生妹，而於戲中的「四香」羅子喬、鍾采
羲、唐紫睿以及文凱玲飾演，則穿上空姐服，大騷美
腿。台上DaDa與阿澤又一支維他奶兩份飲，阿澤又大
講有味笑話，令到DaDa一臉尷尬。

早前周星馳被圍插，與星爺解了約仍力撐對方的林子
聰(肥仔聰)，當晚受訪談到前老闆星爺時，繼續力撐對
方：「都解約咁耐，自己又出去搵食咁多年，佢無乜
事，唔知別人點相處，同佢一齊好多時都係佢請食飯，
今次返去幫手《美人魚》都無甚麼。」他又透露近日星
爺很煩：「煩就係煩，不過係煩下星期就開鏡拍，但現
在三個主要演員都未落實，佢煩都煩呢啦。」

至於其好兄弟陳國坤與黃伊汶將於十一月在峇里舉行
婚禮，肥仔聰自言是第二個知道消息，原本陳國坤找他
做兄弟，但因要
開工做唔到，但
都會請兩日假飛
過去。問到會否
催他生B？他笑
道：「我知道佢
一直好落力，仲
話生多幾個最
好，但早排佢韌
帶受傷做手術而
有兩個月影響工
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徐濠瀠(阿徐)、
Eric Kwok夫婦、鄭融、
朱慧敏、林淑敏、羅霖、
余安安、Jessica C、Ana
R.及 Rosemary 等，前晚
出席乳癌活動。談到乳癌
問題，阿徐表示盡量都會
每年驗身。問到可有跟女
兒傾這個問題？她笑言女
兒擔心肺癌多些，因為她
爸爸間中會吸煙，所以學
校有吸煙講座時，就會抄
下戒煙電話返來。她說：
「又唔一定要老公戒煙，
有時放假輕鬆下咪食囉，
開工就唔好。」

提到「鋒菲復合」，阿
徐自言都是跟普通市民一
樣睇報道才知，而且她又
不是經常見到阿仔(謝霆
鋒暱稱) ，所以無八卦。
問到會否覺得二人復合很
戲劇性？阿徐則表示不評
論別人的事。提到有指柏
芝狂數霆鋒掛住工作不理
兩個兒子？她說：「栢芝
講咩我就唔知，不過以我
所知霆鋒都好錫囝囝，每
次見到我都畀個仔的相我

睇。」
曾為霆鋒及栢芝婚禮擔

任證婚人的Eric Kwok，
對於「鋒菲復合」他慨嘆
人生苦短：「最緊要開心
啦，Time to movie on，
無論係佢同栢芝，都係時
候向前行。（栢芝狂數霆
鋒？）會過去的。」問到
可覺得霆鋒今次很保密？
他笑指相信除了他們二
人，都唔會有人知了，
(會否幫他們作首歌？)唔
使我啦，霆鋒都係作曲
人，(做他們證婚人? ) 應
該唔會，唔關我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
樂基兒前晚出席手繩品牌活動，
近期多在美國生活的她換了短
髮，她坦言想改變一下形象，像
時裝潮流一樣不斷求變。以網購
形式經營自家手飾品牌的樂基
兒，表示在美國一直處理品牌製
作，生意尚算不俗，並準備推出
第二個系列。問她會否推出男裝
系列或開店售賣，她說：「會和

其他品牌合作，但不會做男裝款，開舖也不會考慮，
因為需要兼顧很多問題，會一直以Online Shop形式
售賣。」長期在美國生活的她，表示留港一天就會回
美國，她表示沒有放棄香港市場，只要有適合工作就
會返來。問到男友有沒有跟她一起返港，她直說：
「我不會答，問幾多年都不會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陳
玉蓮(蓮妹)昨日以香港復康力量大
使身份，到香港大學為全港首間傷
殘人士負責營運的迷你超巿擔任揭
幕嘉賓，已擔任了大使幾年的蓮妹
表示，經常都會四出為該會做義
工，去年就去了內地的山區做宣傳
及探訪，她說：「途中若遇上經濟上能幫助該會的人，
我都也會落力推廣及宣傳，因為找資助是相當困難，除
了政府資助外，仍然需要很多資金支持，所以他們會去
到廣西做這些推廣，因為社會上很多人未必認識該會，
需要花更大的唇舌才願意作出支持。」

近年主力在內地做探訪工作的蓮妹，被問到會否再拍
劇？她直言與無綫有洽談過，但何時會拍則未定。

樂基兒短髮求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

梁靖琪（Toby）、張穎康與周子
揚等人昨日為新劇《潮拜武當》
拍攝沙灘派對戲，劇情講述張穎
康幻想飾演其保鑣的Toby，以性
感水泳衣勾引他，同場還有其
他性感女演員亮相，Toby笑言拍
攝前一直有看錄影帶練習表情，
笑言要她勾引別人也頂不順自
己。以低胸高衩泳裝示人的To-
by，透露前一晚在家像做時裝騷
不斷試穿泳衣，最後還是揀了一
件頭泳裝，她說：「其實都很性
感，周圍都有窿，自己都很尷
尬。」Toby不怕被同場女演員搶
鏡，更直認自己年紀老，她說：
「我已經算老，平時雖然都會穿

泳裝，但第一次這樣公開被拍都
很尷尬。」Toby為拍這場泳裝戲
更積極減肥收身，成功減肉沒減
胸羨煞不少女士。提到好友周家
蔚打算提早與無綫解約，Toby說
她們私下很少談公事，她說：
「最重要是她開心，這樣可以花
多些時間和心機在兒子上，我們
常說小朋友的成長過程，錯過了
就要不回來。她有甚麼決定我們

幾姊妹都會支持她。」張穎康就
大讚Toby的弗爆身形無得彈，又
表示之前與她在電梯內拍攝激吻
戲，他笑道：「因為不能伸，
所以磨到咀唇甩皮。」周子揚也
艷福大淺，早前與前Hotcha成員
Regen到飛蛾山拍車震戲，互相
獻出各自的螢幕初吻，他說：
「我們本身很熟所以不尷尬，拍
戲而已又不是戲假真做。」

徐濠瀠稱霆鋒好錫兒子

苗僑偉黑衣上陣撐失業員工苗僑偉黑衣上陣撐失業員工

志偉志偉盼盼TVBTVB念舊念舊
苗僑偉黑衣上陣撐失業員工

志偉志偉盼盼TVBTVB念舊念舊志偉盼TVB念舊

勿再炒人勿再炒人勿再炒人
香港文匯報訊 譚詠麟（阿倫）

昨日到澳門出席代言的「英記餅家」開幕

禮，並碌爆友情卡邀請謝賢（四哥）、曾志

偉及李克勤等幫手剪綵。未知是否受兒子謝

霆鋒翻撻王菲的「喜事」影響，四哥全程表

現風騷，更向途人拋禮物，惟活動結束後即

玩「失蹤」，免被追問兒子戀情。阿倫直認

今次代言獲重酬，更笑言要與代言奇華餅家

的志偉組成「奇英組合」。對於無綫員工發

起黑衣行動抗議裁員，阿倫坦言不知情，記

者提到無綫賺七億仍裁員時，他說：「一定

另有內情！」更即席「射波」給志偉回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郭富城、邵美琪(Maggie)、譚耀文
及金燕玲等昨晚出席電影《踏血尋
梅》煞科宴。邵美琪與譚耀文在戲
中同是飾演警察，即將赴橫店及無
錫拍攝無綫劇集《張保仔》的
Maggie，透露劇中要拍跌落水浸
親的戲份，她笑言因本身不懂游
水，所以要她扮浸親叫救命就更
似。與男友感情穩定的她，多次傳
出婚訊，問她拍完劇後返港會與男
友結婚？她未有正面回答。譚耀文
就踢爆Maggie拍戲時明明有戴戒
指，但現在卻沒有。Maggie即解
釋拍戲帶戒指是因角色講她已婚，
還有兩個小朋友。問她為何已公開
戀情仍十分怕醜？她笑道：「呢度
多人，女仔都要有矜持。」
提到無綫員工昨晚在將軍澳電視

城外，發起黑衣行動譴責無綫於錄
得7億盈利下仍裁員。無綫出身的
城城表示不知道，希望人人有工
開，他說：「但知道現時社會人人
都希望安居樂業，不過現時樓價太
貴，打工仔一世捱層樓，希望政府
體諒星斗市民，至於裁員亦是社會
問題，希望人人有工開，聽到裁員
都戥打工仔難過及不開心。」同是
無綫出身的邵美琪亦表示不知道，
她說：「給一點空間他們去講想講
的事，希望他們不要不開心，和平
解決。」已離巢的譚耀文認為應保
留人才：「應該多點製作及人手，
去生產更多製作，才是市民想見及
希望的，如果有經驗的人才，應該
保留發展得更好。」

城城緣分事隨緣

城城透露戲中再次演警察角色，
而近十年來他雖演過很多警察角
色，但每次都有不同感覺。為了扮
演戲中超過50歲的老差骨，城城
表示要將運動量減少一半，問到近
日可有去打邊爐？他大呻：「都少
了。(是否沒有女伴？)沒有呀。」
今年將要拍攝三部電影、拍廣告及
演唱會等工作的城城，被問到感情
時，他說隨緣：「老土一點講，緣
分未到，隨緣，現時會專注工作，
(叫朋友介紹？)有時去團體活動都
怕被加鹽加醋，大家都知道是假，
沒必要被人有動機，所以自己更加
不去想（感情事）。」提到他與近
日因在內地涉毒被捕的房祖名拍攝
的新戲《道士下山》，有指祖名要
補戲及又有傳換人？城城表示真的
不知道，而該片亦已拍竣。

譚耀文譚耀文踢爆邵美琪戴婚戒踢爆邵美琪戴婚戒

林子聰
無暇做陳國坤兄弟

陳玉蓮
擬返無綫拍劇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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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基兒表示留港
一天就會回美國。

■徐濠瀠表示同霆鋒見
面，對方都會騷愛兒的相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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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富城郭富城、、邵美琪邵美琪、、譚耀譚耀
文及金燕玲等出席電影文及金燕玲等出席電影
《《踏血尋梅踏血尋梅》》煞科宴煞科宴。。

■林子聰被戲中的「四香」羅子喬、
鍾采羲、唐紫睿以及文凱玲圍實，真
好豔福。

■陳玉蓮以香港復
康力量大使身份四
出為該會做義工。

■■志偉直言在志偉直言在TVBTVB
二十多年二十多年，，覺得炒覺得炒
人好難過人好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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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僑偉以黑衣上陣撐苗僑偉以黑衣上陣撐
無綫員工無綫員工，，希望不會再希望不會再
有第二波裁員行動有第二波裁員行動。。

■■阿倫到澳門出席代言的阿倫到澳門出席代言的「「英記餅家英記餅家」」
開幕禮開幕禮，，並碌爆友情卡邀請謝賢並碌爆友情卡邀請謝賢、、曾志曾志
偉及李克勤等幫手剪綵偉及李克勤等幫手剪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