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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糯米」成為劉
家的寵兒。 資料圖片

毛姐爆志偉望到實

罕有展示「事業線」

事。
享拍攝趣事。
娜、吳千語與毛舜筠分
■周秀娜、

香港文匯報訊 《浮華宴》的
一眾女演員毛舜筠、周秀娜和
吳千語近日接受有線娛樂台節
目《賀歲片大檢閱》訪問，分
享拍攝趣事。
毛舜筠在新戲中形象大突
破，一頭短白髮令人眼前一
亮，她表示為了這個造型，天
天都要早起到片場：「每日我
都要凌晨四點去到片場 set 個
白髮，坐足 4 個鐘先可以開工
拍戲，因為要搞好耐，成日都
要麻煩其他演員等埋我先
得。」
毛姐另一突破是穿 Deep V
戲服示人，她更指飾演其老公
的曾志偉也看到目不轉睛：
「都係件衫嘅問題，我從來無
諗過會咁Deep！咗出嚟，我
自己都好唔慣。最搞笑係曾志
偉係咁望住我，望到我好尷
尬，尤其是佢嘅高度，真係睇到實一實。我就想
鬧佢唔好再睇！」不過毛姐續笑稱一山還有一山
高：「之後柳巖出嚟，佢真係好『偉大』，在場
所有人，包括男男女女都即時轉移視線望實佢。
好彩佢及時出現，我成個人舒服晒，直頭覺得解
脫。」周秀娜稱可惜無緣看到，笑言在場的話，
她也可能要「企埋一邊」。
再度和曾志偉合作飾演夫妻，合拍十足的他
們更以老公、老婆互相稱呼，毛姐笑稱為免
「真老公」吃醋，每次曾志偉打電話留言，都
會躲在廁所偷聽。
而首次和毛姐合作的周秀娜，表示和毛姐拍
對手戲最緊張，想不到吳千語也即時附和認
同。毛姐即時反問：「我個樣似會鬧人咩？」
吳千語頓時小聲回應，場面惹笑。不過二人解
釋因為毛姐對演戲有要求，她們只是怕演得不
好而緊張。

■一眾《愛．回家》演員坐巡遊
巴士提早向市民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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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

■高海寧以一身
密實打扮，與劉
丹宣傳《愛．回
家》。

處境劇《愛．回家》一眾演員劉丹、高海寧
（高 Ling）、徐榮及林綺琪等昨日坐巡遊巴士提早
向市民拜年，並向圍觀市民大派利是封甚受歡迎。今
年是劉丹首次有孫女「小糯米」陪伴過年，他自言也
會準備派封大利是給孫女，其妻還常與女兒買衫仔和玩具給
孫女，可說是集萬千寵愛在一身。

劉丹透露兒子劉愷威及新抱楊冪現分隔兩地工作，吃團年飯也要度期，
至於孫女已經八個月大，跟父母視像時都興奮得手舞足蹈。今年是否

安排了派大利是給孫女？他笑指這由太太負責，但應該也不會輕手，太太
還與女兒常結伴行街買衫仔和玩具給孫女，反而新抱買給女兒的衫仔不是不合季節
就是不合身。

《愛．回家》或繼續添食
高 Ling 卻打扮得很密實，也沒擔心會給「鹹豬手」，因現場有不少保安人員維持
秩序，她反而擔心現流感高峰期，怕接觸太多人給傳染，但她仍來者不拒一樣有跟
市民合照，不過她無奈表示身邊不少朋友也病倒，自己則會保持適量運動及吃蒜油
丸和維他命丸以增強抵抗力。
提及《愛．回家》將會完結，高 Ling 也有聽到這傳聞，然而尚未正式收到通知仍
不停要開工，她的角色雖然後期加入，但也拍了差不多一百集，跟其他演員培養出
深厚感情像家人一般，要是到結局的一天定會很捨不得。
另監製徐遇安透露《愛．回家》本計劃拍到800集，不過要是收視理想或獲更多贊
助商支持的話，劇集是仍會繼續拍下去的。

林宥嘉公開示愛

丁文琪撒嬌回應
■朱慧敏與男
友 Eddie 間 中
會客串賣包。

餐廳開業養肥自己有肚腩

朱慧敏曾「哭麵包喪」
Queenie 不時回客棧坐鎮收錢，間中還客串賣包，Eddie 說通常她賣就很快賣晒，因為她夠落力，連對面街也
聽到有她大叫「麵包出爐」。不過 Eddie 踢爆她曾「哭

發放 12 月所有薪金

麵包喪」。原來試業初期，Queenie 未知麵包每日流
香港文匯報訊 《ATV2015 人氣春晚 明天會
量，只有預多沒有預少，有日未能全部賣出，回家想起
更好》昨晚在大埔總台錄影，執行董事葉家寶
感覺如被棄掉的 BB，這就哭了出來。她說：「麵包是
表示有九成員工出糧出到 12 月，期望新年前可
經過發酵才烘焙出來，是師傅的心血，就如一個 BB 的
出糧給所有員工，至於幾時知道新老闆就要由德
誕生，它是有生命，加上 24 小時後發酵菌就沒有作
勤公司宣布，問到前晚節目的製作費？他說：
用，如果 24 小時內不食就報廢。」所以 Queenie 曾於
「接近零成本，希望減少開支用來出糧。（所以
凌晨二時回客棧學做麵包，為了學做懷舊傳統麵包，
連台都沒有？）這是製作人的創意，因為今年的
早前她更和男友跟一位名叫「二哥」的陳師傅學做
表演嘉賓都很大堆頭，在平地會方便點。」
麵包，「二哥」教他們整懷舊十字飽，過程中二人
至於主持之一的朱慧珊稱已是第三年主持，覺得
細心學習，表現合拍。
今年特有意義，對同事們敬業樂業的精神很感動，又
她說自己在生意中仍在學習階段，對於 Eddie 指
希望新老闆能從香港人的電視台出發，讓亞視在各方
她比自己更要落力，她笑言因要向老闆交代。她
面都能代表香港及進入祖國，講到四位白武士都是紅
慶幸請到兩位很好的麵包師傅和員工，她發覺學
色資金背景，珊姐認為不能用顏色去分，畢竟中國人
到許多東西，了解每個部門運作以及和員工溝通
是有好大市場，有新資金對製作及任何電視台都好重
都非常重要。Eddie 笑她的處事方法也改變了，
要，問到她前晚是否義演？她笑言不是，會計騷錢。
沒那麼講原則，多了份人情味。Eddie 亦談到華
另外，亞洲先生徐丁否認找朋友出席王征派對的報
星從試業到現在開業運作流暢，但因加入了小
道，他與梁景煌及王征都不熟，並指梁景煌想法奇怪，
廚菜式，這方面還需點時間改善，但餐廳全體
曾說自己是女仔，想參加亞洲小姐，所以他離開亞視後
上下是有信心做好的。為做個良心顧主，他們
已沒有聯絡，又說沒有出席過王征的派對，只在公開場
在新年期間休業幾天，讓員工陪家人過年，
合見過王征。
不會為賺多些錢不放員工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惠英紅昨日
出席於電影文化中心舉行之電影分享會，小
紅姐不久前在台灣拍戲發生意外，被漆油罐
飛撞向面部撞傷眼角位置，以致傷了骨及爆
了脂肪要縫針，她透露目前尚有點發炎，故
仍會在香港看醫生覆診。問會否擔心影響到
工作？小紅姐苦笑說：「幸好可以用電腦效
果遮掩到傷口，但受傷後仍要立刻落妝再重
新化妝埋位拍戲，傷口沒時間給予休息，到
現在裡面的骨仍帶點痛楚，希望開新戲之前
能夠復原。」
小紅姐憑電影《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
開往大埔的紅 Van》獲
今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提
名最佳女配角，這次受
傷會否影響獲提名的心
情？她笑說：「也不
會，我五十幾歲多條疤
痕也不怕啦，好彩閃避
到，不然我的鼻骨斷裂
眼都會盲！」問她對提
名又會否有信心？她笑
指不敢回答，因以前試
過入圍的每位也是朋
友，沒選她們就被人鬧
說不支持，不過她仍對
自己有信心，卻不是說
有提名就會拿到獎，都
是五分之一的機會，她
笑說：「我經理人好
■ 惠英紅希望開新戲之
衰，說我不會連莊，但
前，傷口能夠復原
傷口能夠復原。
。
贏過當然想再贏！」

自信連莊再攞女配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焯羚）藝員朱慧敏（Queenie）
與男友 Eddie（彭懷安）@EO2 前兩天出席《浮華宴》
首映禮時，被問到有周刊指她肚凸孕味濃以及年底結婚
的報道，由於她回應「估下、遲些先講」，事後她接到
不少關心她的朋友查詢，昨日她澄清自己是沒拍劇後近
期忙於搞餐廳生意，食多了，有小肚腩而已，不是有身
孕，笑言是個美麗的誤會。自己要積極減肥，迎接新工
作！
Queenie 解釋：「首映當日趕着入場，匆匆回應，同
記者開下玩笑，可能令人有所誤會，真的不好意思。我
其實只是胖了，因自華星客棧開業後，我不時要試食，
以便多聽客人意見提高食物質素，就是這原因養肥了，
我估計這個肚子有排養呀！」至於是否有結婚計劃？
Queenie 承認她和男友都有共識結婚事宜，不過目前忙
於華星客棧生意，待一切上了軌道，自會好好計劃人生
大事。

葉家寶望新年前

惠英紅

■二人製成麵包雛
形已非常興奮。
形已非常興奮
。

葉家寶與春晚主
■
持朱慧珊合影。。

■二人分工
合作，相當
合拍。
合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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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慧敏夥男友凌晨學整包

香港文匯報
訊 台灣歌手林
宥嘉前日在微博
公開戀情，晒出
一張女友、台灣歌
手丁文琪的近照，
並肉麻地發表千字
文向女友示愛，當
，丁
不漂亮的照片
■被上載一張
中有一句更說道：
嬌。
文琪向男友撒
「因為喜歡和你一起
網上圖片
成為真實的人，喜歡
用真心面對世界。」似在暗寸舊愛鄧紫棋（G.E.
M.）。無獨有偶，G.E.M.隨即在網上上載一張跟林俊
傑合照，另配合她與林俊傑合唱的《手心薔薇》歌詞
留言：「手心的薔薇，刺傷而不自覺！」，這種「偶
然回應」實在令人遐想。
至於丁文琪收到男友的公開示愛後，自然甜到入心，
■ 林宥嘉前日向
她更向男友撒嬌謂：「下次照片可以選漂亮一點的
女友丁文琪公開
嗎？」丁文琪出生於 1984 年，比林宥嘉大 3 歲，不少網
傳情。
傳情
。 資料圖片
民也祝福這對姊弟戀能開心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