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古天樂在電
影《衝上雲霄》飾演高富帥
航空公司老闆Branson，為
了重新追求初戀女友佘詩
曼，使出3大冧招，成功抱
得美人歸。穿着飛機師制服
的古仔，不理身勢冒雨跪地
幫阿佘，令阿佘非常感動。

之後古仔帶她返屋企的私人泳池談心，情到濃時相擁激
吻。溫馨過後，在古仔的英國豪宅內剃鬚膏互噴對戰，
緊張關頭許下愛的承諾！
戲中古仔連環出招冧女，阿佘坦言無法招架被電暈，

她說：「剃鬚膏大戰嗰場戲好有拍拖feel，我睇play back
都覺得好sweet，如果現實生活有咁浪漫就好啦！可惜仲
未遇到好似戲中古仔令我傾心嘅帥哥男友！」古仔坦言
兩場戲都是好睇唔好受，他說：「喺泳池梗係要除衫
啦，結果咪凍到我哋牙都震，仲要扮陶醉，現場幾十人
又打燈又收音，搞笑多啲！之後剃鬚膏戰好難忘，劇情
講我攬住阿佘跌倒，點知計錯數，撞到佢暈陀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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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天樂與佘詩曼爆發剃古天樂與佘詩曼爆發剃
鬚膏戰鬚膏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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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凡
文）韓國組合N-Sonic早前
受到印度韓國文化中心邀
請，特地到印度舉行為期一
周的全國巡迴演唱會。據
悉，此次演唱會不僅是
N-Sonic 首次在印度舉行演
唱會，更是韓流明星中首隊
在印度舉辦單獨演唱會的組
合，因此備受各界關注。
N-Sonic巡唱從上月 26 日位於

印度最西部的古吉拉突邦開始，
隨後分別在位於東南部的印度
SRM大學以及位於東北部的印度
理工學院舉行，最後在韓國駐印
度文化院於31日主辦的 N-Sonic
粉絲簽名會中落下帷幕。
印度收視率最高的新德里電視

台全程跟拍這場巡唱，演出實況

和背後的故事預計在本月中播
出，而阿薩姆邦最大電視台
PRAG TV 還為當天的演唱會進
行了直播。此外，由於N-Sonic
參與的訪談節目反響熱烈，故正
在當地反覆播出。
N-Sonic在去年8月憑藉在新德

里舉行的 K-POP Festival 2014
India上的精彩表現，獲得了廣泛
的肯定，更為此次演唱會的成功
奠定了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 2月2日為影后惠英紅生日，生
日當天紅姐身在台北為新戲《神秘家族》拍攝煞
科戲，雖然要在工作中度過，但壽星女紅姐由早
上開始，收到的驚喜陸續有來，度過了感動又窩
心的生辰。
當天大清早紅組抵達片場開工，她萬料不到英

皇集團主席楊受成博士神秘地越洋送了一大束鮮
花到片場給她賀壽，讓她既驚且喜。
接着，紅姐再收到經理人公司英皇電影越洋送

上紅噹噹的「鴻運當頭」巨型生日蛋糕，最搞笑
是「鴻運當頭」推出來後，原來劇組的燈光組、
道具組、服裝組等等都鬼馬地各自偷偷準備了生
日蛋糕送給人緣超好的紅姐，給她驚喜，結果紅
姐生日當天總共收到5個蛋糕。紅姐在五個生日蛋
糕都點上蠟燭，吹蠟燭許願，全場的工作人員及
演員林依晨、姜武，韓國導演朴裕煥一齊為她大
合唱生日歌，相當熱鬧。
談及生日願望，紅姐希望我的家人、朋友、粉
絲，全部所有人都身體健康，開心快樂！切完蛋
糕後，調皮的紅姐突然向在場每位人士塗上忌
廉，把林依晨、姜武、導演朴裕煥等及所有工作
人員殺個措手不及。
至於早前紅姐拍攝《神秘家族》時，在片場發
生意外，被鐵罐割傷右眼縫了9針，大家都十分關
心紅姐的傷勢，紅姐感謝大家慰問，笑說：「已
經好返晒，回復靚女一名！」

惠英紅右眼傷癒 牛一狂收蛋糕

■■惠英紅狂惠英紅狂
收五個生日收五個生日
蛋糕蛋糕。。

Bobbi Kristina上周突然在家中昏迷，至今生命仍然危在旦夕，需要以機器
維持生命，有外國傳媒引述可靠消息人
士指，院方指她已經腦死亡，沒有甦醒
的機會，又指她能夠復原是一個奇蹟，
並建議其家人考慮拔喉，有傳其家人已
有此打算，並已開始商討她的葬禮安
排。她昏迷的成因一直眾說紛紜，有指
她是為情自殺，亦有指她因為吸毒所
致。有指Bobbi Kristina昏迷前曾與丈夫
Nick Gordon 溝通，但其父親 Bobby
Brown發聲明澄清女兒根本沒有跟Nick
結婚，因此二人並非合法夫妻。另外，
有報道指警方第二次到Bobbi Kristina家
中作詳細搜查，最終搜獲了毒品，有指
其家人亦證實了搜獲毒品一事，令她吸
毒之說甚囂塵上，但警方至今仍未發表
任何聲明回應傳聞。

Paris谷胸自拍 懶理弟弟
另一邊廂，一向言行出位的Paris Hilton，其弟Conrad亦

不遑多讓。據報指，他去年於洛杉磯的飛機上失控搞事，
最終於本周二被捕。當日，他於機上向小孩發出死亡恐

嚇，又爆粗狂鬧乘客及空中服務員，指自己認識服務員的
老闆，可以炒掉他們云云。有消息指當日洗手間傳出大麻
味，懷疑是因為Conrad曾於裡面吸食。Conrad事後表示
是由於曾服食安眠藥，因而令自己不受控。然而，對於弟弟
的劣行Paris似乎懶理，近日於其社交網站Instagram上載自
己谷胸騷事業線的自拍性感照，自得其樂。 ■文：Kat

N-Sonic印度開唱創先河
當地電視台全程跟拍

娛聞雜碎

李秉憲為妻炮製驚喜
韓國男星李秉憲早前因為桃色官司

而令他形象破產，據悉，他為討回大
肚老婆李敏貞歡心，特地為她準備了
一個新生兒驚喜派對。預產期為4月
的李敏貞，有指目前二人身處美國，
李秉憲日前邀請了親友到家裡，一同
為李敏貞準備了新生兒驚喜派對，據
悉，李敏貞對老公為自己炮製驚喜亦
感到很高興。另外，有指二人會於農
曆新年返回韓國。 ■文：Kat

名人後裔食大麻毀前程

雲妮女恐喪命
雲妮女恐喪命
雲妮女恐喪命

ParisParisParis弟被捕弟被捕弟被捕

名人後裔最近接二連三爆

出負面新聞，已故美國樂壇

天后雲妮侯斯頓（Whitney

Houston） 的 女 兒 Bobbi

Kristina Brown上周六被發現

昏迷在家中浴室，懷疑是吸

毒所致。雖然警方首次於她

的家中未搜獲毒品，但有可

靠消息指，警方於第二次仔

細搜查中發現了毒品，為

Bobbi Kristina吸毒自殺之說

再添佐證。此外，有傳她生

存機會渺茫，醫生形容她已

「腦死亡」，其家人正考慮

為她拔喉，為她的生命畫上

句號。另外，國際名媛Paris

Hilton的弟弟Conrad去年大

鬧機艙，近日被捕，有消息

指現場的洗手間傳出大麻

味，懷疑他曾吸大麻以致行

為失常。兩位名人之後先後

被扣上沾染毒品的帽子，大

好前程也許就此毀於一旦。

家燕姐於劇中演16歲的聶小倩，她指純
為搞笑不怕醜化自己，只希望蕭正楠

看慣翠如BB，不會對她這個小倩BB失望。
而她戲中情人其實是十郎鄧梓峰，為了他更
拍了場撲蝶深吻戲，亦獻出了她的熒幕初
吻。家燕姐笑說：「以前十幾二十歲拍接吻
戲，一錫就影天影雲，今次真是嘴對嘴深
吻！拍完睡覺時還籮籮攣，因為是臨時加
插，拍第一個鏡頭導演話錫得太快，之後又
話太長，結果要拍了幾次！」笑問獻出初吻
有否叫十郎封回利是？家燕姐哈哈大笑說：
「無呀，一陣要問番！」這樣大犧牲應該加
騷錢或可以問鼎女主角獎？她帶笑說：「對
呀，拿熒幕初吻獎，後生的不緊要，我年紀
大由我拿啦！」十郎笑言也要補送利是給家
燕姐，至於錫家燕姐的感覺，他笑說：「古
裝錫法斯文一點，似魚仔錫魚仔好純真，之

前《衝上雲霄》跟江美儀的是時裝，是
比較激情！」

蕭正楠想咀家燕姐
蕭正楠演寧采臣但沒與家燕姐咀嘴，家

燕姐笑指是因為黃翠如所以改了劇本，蕭
正楠澄清沒這回事，他恨不得要奪去家燕
姐熒幕初吻，這樣可以過些陽氣給她。他
指可惜劇中二人是好友非情侶，不能加接
吻戲，亦知家燕姐與十郎非蜻蜓點水而是
世紀之吻，他跟翠如的接吻戲要擱在一
旁。問到與吳若希又有否親熱戲？他指連
手也沒觸踫到，當女友知道是家燕姐做女
主角已經沒擔心過，因知他高攀不到家燕姐。
蕭正楠現劇接劇推出，他否認是翠如為他向高
層爭取得來，他也不怕觀眾會看厭自己，最擔
心是觀眾看不到自己，至於能否拿獎他沒計較，

而最開心是情侶檔演出的《師奶Madam》前日
收視有27點，獲觀眾受落。另外，滕麗名與劇
中演員前日到過馬來西亞宣傳，還首次穿古裝
見影迷，反應相當熱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由利
嘉兒主持的電台節目《告士打道3
號》昨日請來莊思敏、莊思明及裕美
等嘉賓，到訪華星客棧「老闆娘」朱
慧敏的店舖拍賀年特輯，朱慧敏坦言
初入行時已視利嘉兒為偶像，要好好
向她學習做司儀主持的技巧。
席間，一眾嘉賓與主持合力弄製賀

年美食「糯米釀雞翼」，利嘉兒表示
親嚐過此美食，專程來介紹給觀眾認識。做老闆娘似模似樣的朱
慧敏，笑言自己廚藝不行，反而日日在店舖日吃夜吃。取笑她已
有一副老闆娘樣子，何時才有結婚打算，她害羞地說：「不知
呢，要問回Eddie（男友），如果不分手都會步向這個階段。」
利嘉兒也推波助瀾指自己不生仔就是要等朱慧敏結婚，因她二
人同看一位婦科醫生，所以會經常交流女人心事。至於利嘉兒又
有否生育計劃，她笑道：「今次學了整雞翼，回家增添情趣看看
有沒下文，大家等我好消息。」

化 身 小 倩 BB 撲 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慶全）無綫賀歲喜劇

《倩女喜相逢》昨日舉

行宣傳活動，演員薛家

燕、鄧梓峰、蕭正楠、

吳若希、滕麗名及湯盈

盈等以古裝亮相，其中

盈盈黐鬚反串演燕赤

霞，經常會拍心口，麥

包取笑她回家要錢嘉樂

幫她檢查，盈盈也自嘲

現變了大細胸。於戲中

演聶小倩的家燕姐笑言

拍了場撲蝶深吻戲，並

為鄧梓峰獻上了熒幕初

吻，又戲言希望可拿熒

幕初吻獎。

獻獻鄧梓峰鄧梓峰
家燕姐熒幕初吻家燕姐熒幕初吻

■金像影帝哥連卓夫(Colin Firth)前日偕妻子
Livia Giuggioli到柏林出席《皇家特工：間
諜 密 令 》 （KINGMAN: THE SECRET
SERVICE）首映禮，哥連不時攬着老婆的纖
腰，大晒恩愛。 路透社
■日本尊尼事務所組合SMAP隊長中居正廣
主持節目時自爆已放棄結婚念頭，但又害怕
自己會孤獨終老。
■日本女星中山美穗早前與歌手兼作家辻仁
成宣布離婚後，即爆出搭上41歲音樂家涉谷
慶一郎，因而被指拋夫棄子，她近日穿上婚
紗拍雜誌封面，被網民狠批她有意再婚，未
有理會兒子的感受。
■日本新晉女子組合3B junior一名12歲成
員在拍攝節目時，於一個環節中因被迫吸入
氦氣而昏迷，至今仍未甦醒。

■韓國男歌手Boom的父親前日遇上車禍喪命，靈堂已設在首爾汝矣
島聖母醫院，Boom的好友、韓國男子組合Super Junior（SJ）成員
利特亦於網上留言哀悼。
■韓流天王Rain前日（3日）秘密返韓，與中國女星唐嫣一同拍攝中
國電視劇《Diamond Lover》，預計至8日拍攝完韓國國內的戲份
後，再次返回中國繼續拍攝，並預計會赴比利時出外景。

■■N-SonicN-Sonic是韓流明星是韓流明星
中首隊在印度開騷中首隊在印度開騷。。

■■有指李秉憲與李敏貞於有指李秉憲與李敏貞於
農曆年返韓農曆年返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Livia GiuggioliLivia Giuggioli、、
哥連卓夫哥連卓夫■■雲妮侯斯頓雲妮侯斯頓（（左左）、）、Bobbi KristinaBobbi Kristina（（右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ParisParis似乎懶理弟弟被捕似乎懶理弟弟被捕，，
上載性感照拋胸上載性感照拋胸。。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ConradConrad（（左左））及其雙親及其雙親 KathyKathy
HiltonHilton及及Rick HiltonRick Hilton。。 美聯社美聯社

■■眾演員於台前影大合照眾演員於台前影大合照。。

■■蕭正楠表示不怕蕭正楠表示不怕
被觀眾看厭被觀眾看厭。。

■■吳若希與曾傳緋吳若希與曾傳緋
聞的蕭正楠同場聞的蕭正楠同場。。

■■家燕姐笑言要向家燕姐笑言要向
十郎討利是十郎討利是。。

■■利嘉兒利嘉兒（（左左）、）、朱慧敏朱慧敏

朱慧敏封利嘉兒做偶像朱慧敏封利嘉兒做偶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