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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朝偉與周潤發的世紀合照迴響大，
深受好評，嘉玲坦言是難得的機

會，因為已很久沒見發哥，令她想起以
前他們一起合作拍戲的時光。問到會否
想偉仔再與發哥合作，嘉玲說：「都
好，或者讓我和發哥做情侶，之前拍
《賭城風雲》我未夠喉，相信會幾好
玩。」
至於發哥來探班有沒給嘉玲做舞台劇

的意見，她說：「當晚未有時間找他，
他來到已經很開心。」提議偉仔再與發
哥合作拍片時，嘉玲笑言他們會是億元
片酬的天價組合，而且票房一定會相當
好。問嘉玲想他們合作甚麼類型電影，
她說：「甚麼都好，像之前偉仔與劉德
華拍《無間道》，單是張海報已很吸引
人，其實我反而想他與星仔（周星馳）
再合作，他們自《430穿梭機》後已很久
沒合作過。」笑問嘉玲會否效法發哥的
親民作風，不時出街與途人自拍，她就
笑道：「我不夠手長，而且發哥玩得太
純熟，他自拍一定拍到的。」

黃宗澤送大禮賀杏兒
黃宗澤（Bosco）對舊愛胡杏兒公開與

Philip Lee拍拖，他恭喜對方再度拍拖，
但沒有傳短訊給她，讓她有更多二人時
間。有傳杏兒不排除會閃婚，Bosco笑言
要做一個「大人情」，或揀份好禮物。
笑問他會否學杏兒公開另一半，他就推
說：「我經常問朋友有沒有好介紹。
（杏兒拍拖會否酸溜溜？）不會，是開
心事。」Bosco雖然不認識杏兒男友，但
也覺他們很合襯。提議他可找個內地女
友時，他說：「老套嗰句都是看緣分，
緣分是不分地區性，溝通到就可以。」
少女時代成員Tiffany就穿性感透視露

背裝亮相，她笑言感覺像公主。昨晚就
要離港的Tiffany透露前晚很開心參與大
會派對，之前也偷空出外逛逛，遇見很
多熱情粉絲。Tiffany表示熱愛香港這個
城市，也迫不及待想與粉絲搞聚會，問
她對香港男仔有何印象，她大讚港男外
表不錯。至於情人節如何度過，Tiffany
稱會有數天假期，打算與家人一同回美
國洛杉磯慶祝。與Tiffany同屬一間公司
的崔始源，表示恨與發哥合作拍戲，他
說：「我很喜歡發哥做的《英雄本
色》，他簡直是一個英雄，他拿槍的造
型會令人瘋狂。」
范冰冰演出的《武媚娘》收視大好，

她對此感到是奇蹟般的成績，可能近期

甚少此類型的劇集播映。問她會否想開
拍續集，冰冰說：「很多人都想，但要
問製作單位，我也希望劇集會在香港播
放。」早前有指范冰冰與李晨在微博上
傳情兼訂婚，她否認其事並指與很多朋
友都有互動，但承認李晨是理想男友的
類型，是個不錯的選擇。對於網友大讚
她與李晨很登對，冰冰說：「因為大家
都看着我長大，想我快點嫁出，如果我
結婚一定會跟大家說，多謝大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名模陳嘉容（Eu-
nis）與Jocelyn Luko昨日出席新鴻基地產旗下將軍
澳中心舉行的《喜氣羊洋吉慶園》揭幕禮，二人
同穿紅色短裙亮相，身穿背心紅裙的Jocelyn俯身
畫羊年利是封時露出事業線，養眼搶鏡。配合農
曆新年來臨，商場搖身一變成夢幻國度；並由本
地心靈水彩藝術家譚卓文，首次操刀設計裝置以
及氣節小羊卡通。
兩位美女即場與大眾分享新年大計，又不時跟
是次設計場地的本地插畫師譚卓文交流藝術心
得；知道兩位閒時是art jamming及有攝影喜好，
想不到竟然還即席大展其藝術天分，為商場送上
親手設計的利是封！祝福商場以至各位客人都有
個順順利利的一年！

與拍拖多年男友分手
即將過去的馬年對於Eunis來說不算是好年，因

她與拍拖多年的男友慘痛分手，而情人節將近她
更感觸，雖則近期為教禮儀班經常內地、香港兩
邊走可以令自己忙碌，但她也希望新一年可以找
到一個好歸宿。陳嘉容表示十二生肖中最喜歡羊
年，覺得羊仔本身可愛。笑問她是否恨生羊B，她
說：「都可以呀，如果緣分到又趕得及都不介
意，可惜十劃都未有一撇。」

Eunis稱自己為人較遲鈍和慢熱，也不清楚是否
有人追求她，農曆新年則會留港陪家人，與母親
合力製作50盆客家蘿蔔糕送給親友。
性感低胸現身的Jocelyn，吸引不少攝影發燒友

到來，她笑言大家都是望她身旁的陳嘉容。農曆
新年Jocelyn已準備好利是派給大家，不會計較銀
碼。最近好友Cara G.屢傳再度有喜，加上見到觀
眾媽媽帶着BB到場，Jocelyn流晒口水，立即抱着
BB，揚言要和 BB 一起做訪問，不停嚷：SO
SWEET ！她與Anthony本身亦非常喜愛小朋友，
她說十年前已經恨有 BB，情人節要與老公
Anthony飛到非洲為慈善相展進行作品拍攝，與獅
子大象一起過農曆新年，正好在非洲探獅子大象
順道造人。
對於台灣發生空難，Jocelyn表示有留意並感

到難過，她相信命運，因此不怕死亡而避搭飛
機，希望遇難者家人不要太難過。

復興航空前天發生墜機意外，歌手
王力宏昨天表示，看到消息時，抱着
妻子和女兒一起為所有乘客和家屬禱
告。
睽違4年，王力宏發行新專輯《你
的愛》登上美國Billboard世界專輯榜
亞軍，王力宏說，感到很榮幸，謝謝
歌迷支持，代表外國媒體也注意到華
語音樂，希望下次能奪冠。

曾許願2015年不要熬夜，王力宏笑
稱最近是宣傳期，又在錄春節節目已
破功。談到羊年心願，王力宏說，還
是希望不要熬夜，多點時間陪家人；
今年2月14日情人節要在台北松山文
創園區舉辦新歌演唱會，被問到會不
會送老婆情人節禮物？王力宏表示，
老婆最喜歡手寫卡片，送1朵玫瑰花
給她就很開心！

據中新社消息 中法合拍片
《狼圖騰》4日在北京舉行首映
式。該片由法國知名導演讓·雅
克·阿諾執導、中國演員馮紹峰
主演。該片根據中國作家姜戎同
名小說改編。導演阿諾曾拍攝過
《熊的故事》和《虎兄虎弟》，
三次獲得奧斯卡大獎。他說，這部
戲裡關於人和自然關係的探討觸動
了他，「剛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就
發現自己和作者姜戎有很多心靈相
通的地方。姜戎二十出頭到了他完
全陌生的大草原，我二十出頭到非
洲服兵役。內蒙古大草原改變了姜
戎的生活，非洲也改變了我。如果
沒有這個經歷，我就完全無法深刻
理解動物世界，也就無法拍出那些動
物電影」。

為展現影片中的群狼場面，製片方
專門請來了世界知名訓狼師安德魯，
飼養20多隻狼。導演阿諾表示，《狼
圖騰》拍攝難度很大，首先是狼很難
拍，因為狼是最難馴化的動物，其次
是小說中有大量場面宏大、動作複雜
的動物大戲，例如群狼圍捕黃羊及攻
擊軍馬等幾場大戲，複雜程度遠遠超
出他以前拍攝的動物電影。
馮紹峰在片中飾演知青陳陣。為了

演好這個角色，電影開拍前，馮紹峰
就在導演的陪同下，進行了近一個月
的騎術訓練。除了練習騎馬，初次接
觸狼對馮紹峰來說也是很大的挑戰。
馮紹峰說：「第一次跟馴獸師見狼時
自己很興奮，結果一坐下，一群狼就
撲過來，我只能閉上眼睛，心裡肯定
會發毛。但還好，牠們對我比較友

好。」
為了忠實還原原著，導演阿諾還特

意找來一頭狼崽，讓馮紹峰親自養
育。除了每天養狼、遛狼外，甚至連
小狼所吃的生肉都由他親手準備。調
皮的小傢伙還在馮紹峰的臉上留下三
道「愛的抓痕」。
加拿大演員竇驍、蒙古國演員昂和

妮瑪以及中國演員尹鑄勝、巴森扎布
也參與了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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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劉嘉玲、范冰冰、黃宗澤、韓星崔始源與少女時代

成員Tiffany昨晚盛裝出席VALENTINO旗艦店開幕禮，嘉玲演出的舞台劇時獲周潤

發來捧場，她笑言希望梁朝偉與發哥、周星馳再合作拍戲，其逾億元片酬的天價組

合，無論拍甚麼題材都會

帶來好票房。

JocelynJocelyn非洲探獅子大象兼造人非洲探獅子大象兼造人

陳嘉容陳嘉容盼做羊年新娘盼做羊年新娘

王力宏為空難者禱告

■王力宏親筆於紅燈籠上寫
下「新年快樂」！

中法合拍片《狼圖騰》馮紹峰擔大旗

志偉請辭江門政協常委

取名浩飛 天華望子振翅高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

全）賀歲片《浮華宴》昨晚舉
行首映，演員毛舜筠、曾志
偉、謝天華、古天樂及周秀娜
等均有出席。謝天華剛榮升父
親，到場時表現得好風騷，他
指兒子出世有6磅多重，現已親
自替他取名謝浩飛，希望兒子
將來長大後可以振翅高飛，至於
太太則替兒子改了英文名叫
Theo。
天華指太太今次是剖腹生產，

產後也復元得很快，日內可以出
院。問到會送甚麼禮物給太太作
獎勵？天華笑說：「送禮物這方
面是漫漫長路，不一定要生孩子
才送！」兒子長相似他還是太
太？天華笑言是各似一半，不過
小嘴最似自己。天華有陪太太入產

房，卻沒親自剪臍帶，主要是怕剪
得不好。他帶笑透露在產房準備錄
影時，突然聽到一聲怪叫，原來是
兒子請了護士「飲茶」。

與廣州政協會期撞正
對於自2011年1月當選為江門政

協常委後的曾志偉一直缺席江門兩
會，遭批評此舉形成惡劣示範。志
偉解釋過去4年的江門兩會均撞正
廣州兩會，他以廣州為主才無奈向
江門請假，他強調廣州兩會每年均
有出席，更是去足全程，且會期從
最初的6、7天縮短成4天，議程變
得很精要，想請假一日到江門開會
也不可以。志偉略帶歉意說：「真
的不好意思，其實藝人做政協比任
何人都辛苦，一到場就會被傳媒追
問，功課要做到足，又不可以缺

席，打瞌睡都不可以，我都想做
好個榜樣，奈何時間上撞到正一
正，所以昨日(前日)已致電到江門
請辭！」
古天樂今年有3部賀歲片自己

打自己，他表示作為演員當然希
望每部電影都有好票房，不過今
年他演的3部賀歲片也屬不同類
型有不同的觀眾層面。《竊聽
風雲3》古仔有份演出，但只有
劉青雲入圍角逐金像獎最佳男
主角，古
仔坦言仍
很開心地
恭 喜 青
雲，希望
他能再下
一城當影
帝。

■謝天華及兒子

■賀歲片《浮華宴》昨晚舉行首映，演
員毛舜筠、曾志偉、謝天華、古天樂、
周秀娜及黃百鳴均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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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嘉玲盛裝出
席VALENTINO
旗艦店開幕禮。

■范冰冰專誠來
港出席開幕禮

■韓星崔始源

■■少女時代成員少女時代成員
TiffanyTiffany

Tiffany
崔始源為發哥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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