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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廣州報道）日前，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十二次會議聽取全國人大
法律委員會關於《中華人
民共和國廣告法(修訂草
案)》（以下簡稱二審稿）
修改情況的匯報。根據二
審稿，藥品保健品廣告擬
禁用代言人，明確禁止10
週歲以下兒童做廣告代言
人。這就意味着，時下火
熱的王詩齡、Kimi、天天
等小童星們將不能再代言
廣告了。
憑借《爸爸去哪兒》、《爸爸回來了》等親子綜藝節目走

紅後的萌娃，吸金力度直逼內地一線大咖。打開電視機，明
星帶着孩子代言的廣告已經佔據廣告市場的半邊天。如今，
這種現象突然被叫停，單從藝人這個角度而言，親子真人騷
節目的吸金力就大幅降低。
「新推出的法律法規，我們一定會積極響應並遵守。」潮

爸張亮率先回應表示，天天自從上小學後就已經停止了他的
商業演出，希望他能轉型上學。
據了解，從保護未成年人角度出發，二審稿在第三十條增

加了一款：「不得利用十週歲以下未成年人作為廣告代言
人。」根據二審稿，「廣告代言人」是指除廣告主以外，在
廣告中以自己的名義或者形象對商品、服務作推薦、證明的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根據二審稿的規定，如果
違法利用10週歲以下未成年人作為廣告代言人，可能面
臨撤銷廣告批准、沒收廣告費用及20萬元以上100萬元
以下的罰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靜儀）雨僑、
姜麗文及Kellyjackie
昨日到新城電台接受
訪問，雨僑被問到平
安夜怎樣慶祝，她表
示因手機跌爛了，現
在最想就是收禮物。
問到有否收到禮物
時，她說：「都係得
Fans送咋。（男朋友
未送？）未呀，我都
未買俾朋友，最近都
忙到不得了，日日早
起，可能呢兩日先有
時間買。」
最近投資了六位數

做美容產品生意的雨

僑，透露貨品已可在
藥房上架，現時可以
放回多些時間在唱歌
及電影上。雄心壯志
的她更說：「希望將
美 容 生 意 搞 到 上
市。」問到是否事業
有成就結婚？她表示
未有結婚的計劃，因
為結婚就要生仔。笑
問可驚男友羅力威趁
平安夜求婚？她即抗
拒說：「咪搞，還
有，我好驚那些在台
上求婚嘅嘢，為何要
讓全世界人都知道
呢？」
另外，Kellyjackie

就表示早前撞傷頭
部，事後也有去醫院
照X光，這幾日都不
太舒服。她指好友吳
若希也有去醫院探
她，二人更相約了平
安夜與一班朋友打邊
爐慶祝，未有拖拍的
她直言希望來年結識
到男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思穎）
蔚雨芯、吳日言
(Yan)、 張 紋 嘉
(Crystal)、森美、
胡鴻鈞、吳業坤
昨日出席灣仔修
頓球場的聖誕籃
球賽，各藝人跟
籃球隊隊員大玩
遊戲，十分熱
鬧。
剛從澳門回港

的蔚雨芯表示聖
誕會在工作中度

過，亦不會隨便應約，因入行後很
多男生都不夠膽向她展開追求，怕
會曝光，其次她想先專注工作，暫
時不想拍拖。她又透露媽咪早前發
生交通意外，左腳骨折斷了三條
骨，現已出院回家休息，但仍未能
完全落床，需用拐杖助行，「媽咪
出事當天，我正巧要開工，所以爹
哋和弟弟瞞了一天才告訴我，我得
知當場崩潰，哭得很厲害，所以現
在有時間也想多點陪伴媽咪。」
提到郭富城疑似在網上撩女留學
生傳「肉照」一事，曾跟城城傳緋
聞的蔚雨芯表示未看到有關報道，
問城城以前有否傳過給她？她強調
說：「唔會啦，我們都是談工作，
他也很忙要拍戲，已經好耐沒找
他，有時見到排舞師Sunny先見到
城城，他是我尊重的前輩。(有傳該
女生會再爆料？)都唔知係邊個女仔

講，唔會信太多，親眼見到先算，
我認識的偶像城城是個很照顧和教
導我們的人。」

吳日言免役力差嚴重脫髮
至於同場的Yan透露近日多了幕

前工作機會，會為有線擔任娛樂新
聞主播，所以這段時間不停八卦娛
樂新聞，她說：「聽到不少內幕，
有些都好震撼，亦有朋友主動報
料。」
Yan自言因情緒問題影響免役力

差，以致有嚴重脫髮，試過洗頭時
甩掉近百條頭髮，為此也很擔心，
會加強頭髮護理，幸而未有出現
「鬼剃頭」，但臉上都有生疣，最
驚是會傳染到全塊臉，所以有時間
會去做激光去除，同時要多做運動
增強體魄。

綜合報道 內地有消息指曾擔任內地
電視節目《美麗俏佳人》、《音樂現
場》女主持的王婧因涉嫌容留他人吸毒
而被警方刑事拘留，王婧成為內地今年
首位涉毒被捕的女藝人。
內地警方今年以來陸續依吸毒、容留

他人吸毒和嫖妓等罪嫌逮捕多位藝人，
其中也包括轟動華人娛樂圈的香港藝人
成龍之子房祖名和台灣藝人柯震東吸毒
案（房東案）。
不過在「房東案」後，內地藝人涉案

被捕沉寂了一陣子，微博前日又爆出曾
擔任電視節目《美麗俏佳人》主持人的
王婧與外界失去聯絡，9日被北京警方
控制，且被羈押於北京豐台某看守所。
據《京華時報》報道，經過查證，北京

警方證實，日前曾展開突擊行動，在王婧
家將她及一名男子拘捕，經檢測證實二人
都曾吸食毒品，該男子被警方行政拘留，
而王婧因涉容留他人吸毒而被警方刑事拘
留，此案還在進一步調查中。
王婧的微博自12月4日後再沒更新，

而在王婧的微博內，有不少她跟藝人的
合照，包括梁朝偉、汪峰、那英等。而
王靖所屬的公司則已發出聲明，指王婧
因錯誤行為接受警方調查，公司得知消
息後深感痛心，並對沒善盡監督之責，
難辭其咎，並向公眾致歉。
王婧是江蘇無錫人，為內地名主持人

李靜旗下「靜家族人物」最近在內地迅
速竄起的名主持人，除了主持節目也曾
發過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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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婧涉容留他人吸毒罪被捕

昨日發布會吸引了亞洲約400
位記者到場採訪，主持人預

祝電影全球大收，
希望超過30億，
老闆王海峰表
示：「30億是個
大目標，上集製
作中出現的問
題，今次都會改
掉並提升。」武
術指導洪金寶表
示今次設計動作好
難，白骨精不是普

通的妖，但自己只是普通人，
所以要好用腦。大哥笑言因為用腦，自己的老人痴呆
嚴重了。

城城謙仔攙馮紹峰上台
因拍攝而墜馬受傷的馮紹峰，入場時由小瀋陽及

羅仲謙攙扶到場，而鞏俐及郭富城則扶他坐下椅子。
之後，馮紹峰上台時，由城城及謙仔左右攙扶上台。
馮紹峰表示：「要跟大家說對不起，之前同小白馬太
過親近，所以受傷，沒有傷到骨頭，休息3到5天就
可拍攝，要大家擔心，唔好意思。」馮紹峰又自嘲很
掃興，本來希望以偶像形式出場。他多謝戲中的兄弟
說：「多謝兄弟的扶持，就像唐僧一樣，4人互相扶
持。」馮紹峰又自爆經常同城城傾偈，別人以為他們
這麼勤力傾劇本，但其實是在傾車經，特別是見到城
城靚車的相片，自己也大流口水。
於片中演大師兄孫悟空的城城表示在片中和馮紹

峰有最多對手戲，2人一見如故，傾劇本以外，也會
傾車。自己跟今次3位主要演員都是首次合作，自己
希望戲外能成為好友，打成一片。
城城又說：「當初試造型試了5次，每次試12小

時。到現在每日拍攝也要花7小時化妝，所以自己每
天是最早到場的。除了化妝外，還要應付打戲，所以
幾個月前已操fit自己。（不單打戲辛苦），因為演
一場文戲就似跳了一場舞，拍一日戲就像開了3場演

唱會。演孫悟空這是不容易有的機會，會努力做好，
自己練了30年舞蹈，對今次拍攝有很大幫助，自己
亦拍戲多年，雖然是一生中未試過的辛苦，但自己都
願意承受。」
另外，城城昨日被周刊爆料稱，指其疑用微信在

網上撩女仔甚至交換肉照一事，但大會方面沒安排訪
問給傳媒，記者再追問城城經理人小美，有無訪問可
做？小美都說安排不到。

鞏俐演不一樣的白骨精
鞏俐上台時表示第一次演出這麼大型的電影，當初

更和導演商量倒不如改為「三打孫悟空」。鞏俐希望
演出不一樣的白骨精，不去重複前人做過的事，所以
出來一定不是大家可想像的，也會跟孫悟空對打。說
到此處，鞏俐向城城笑說：「你要手下留情。」
而當司儀問到台上各人對鞏俐演白骨精感覺，城

城大讚鞏俐是他女神之中的女神，城城說：「前天她
到攝影棚探班，我主動跟她握手，但我的手很髒，但
她都不介意，我們第一次合作，但一樣會打死她（白
骨精），當初知她參與，自己興奮到心都跳起來。」
馮紹峰說這次是第二次見到鞏俐姐姐，自己的女

朋友倪妮曾問他會否和鞏俐有親熱戲，如果有就放心
去演，自己不會呷醋的。

謙仔少穿衣扮有型沙僧
羅仲謙昨日表示今次的沙僧和以往不一樣，自己

是個不老實、有型的沙僧。他又自爆戲中衣服很少，
什麼肌肉都讓人看清了。問到他和城城誰擁更好身
形？他立即說是城城。謙仔對今次片酬十分滿意，更
笑言：「如果咁落去，好快夠錢結婚。」

香港文匯報訊 台
灣女星林依晨與林于
超於平安夜舉行婚
禮，一對新人依照習
俗進行迎娶儀式，但
為了讓婚禮低調進
行，有人排出「雨傘
陣」阻擋傳媒鏡頭，
令現場親友及傳媒擠
成一團，場面混亂。
據悉，向來親民的林
依晨，今次婚禮之所

以會如此保密，是為
了配合夫家低調的作
風。
與林于超交往2年

多的林依晨早前透露
於12月24日平安夜
結婚的原因，她說：
「聖誕節給了我一種
幸福的感覺，而且我
們在那天重逢。」昨
日上午一對新人在飯
店進行迎娶儀式，其

後啟程前往林于超老
家祭祖，依晨上車後
依習俗丟掉扇子，意
味着拋下所有壞習慣
當幸福人妻。

王詩齡Kimi
廣告財路被叫停

雨僑抗拒男友台上求婚

林依晨平安夜低調出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植毅儀 無錫直擊）星皓電影《西遊

記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昨日在無錫靈山勝

景進行全球發布會，師徒四人「唐僧」馮紹

峰、「美猴王」郭富城、「豬八戒」「小瀋陽」、「沙僧」羅

仲謙及被喻為最美的「白骨精」鞏俐以便裝亮相，同場還有星

酷老闆王海峰、導演鄭保瑞、武術指導洪金寶等。3位男演員見

到鞏俐都不約而同地稱視對方為女神，其中城城大讚鞏俐是他

女神之中的女神，見到女神更心跳加快。

最最美美「「白骨精白骨精」」便裝亮相便裝亮相

城城城城見
到鞏俐見到鞏俐

心跳加快心跳加快
最美「白骨精」便裝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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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穎和兒子Kimi代言廣告眾
多，涉及旅遊、汽車、美食等。

■■內地女主持王婧涉毒被捕內地女主持王婧涉毒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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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紋嘉展示拋波技術。

■■蔚雨芯揚言蔚雨芯揚言
入行後很多男入行後很多男
生都不夠膽向生都不夠膽向
她展開追求她展開追求。。

■■馮紹峰與馮紹峰與「「女神女神」」鞏俐密密斟鞏俐密密斟。。

■有傷在身的馮紹峰落台時有城城、鞏俐攙扶。

■■「「唐僧唐僧」」馮紹峰馮紹峰
笑言獲女友鼓勵偕笑言獲女友鼓勵偕
鞏俐拍親熱戲鞏俐拍親熱戲。。

■■《《西遊記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西遊記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昨日在無錫舉行發布會昨日在無錫舉行發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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