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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 ）

平日雍容華貴的劉嘉玲，近日聯同周潤發行山奔向大自然，從而令她
發覺發哥平易近人的真誠作風，值得學習。嘉玲深切體會到簡單跟大
家打聲招呼影張相，可以使人開心便是自己的福分，同時會拉埋老公
梁朝偉加入行山運動，一起享受大自然樂趣。

嘉玲昨晚為「國際珠寶設計大獎頒獎
禮」擔任評判，她戴上藍綠鑽飾耳

■嘉玲昨晚為「國際
珠寶設計大獎頒獎禮」擔任
評判，她戴上巨鑽戒指，盡
顯高貴。

環、手上戴上巨鑽戒指，盡顯高貴，她表
示會朝自己角度出發作評審標準，會偏
向簡單有大自然和環保意念，從中在設計
概念上亦得益不少。問到嘉玲是否收藏有
價值珠寶首飾？她笑說：「盡量啦，未有
咁多錢，有時不是價值問題，最重要是在
設計上配合場合和服飾，（最有紀念價值
是偉仔所送結婚戒指？）不是，好似媽咪
買的錶，自己買的戒指頸鏈，不同階段有
值得擁有的東西。」

讚發哥很懂得照顧人

■嘉玲最近跟
發哥行山，欣
賞美景。

■發哥孖劉嘉玲搭小巴。

早前大年初五，
嘉玲和周潤發兩人
結伴行山，嘉玲開
心說上了課，感覺
好健康，是一個生活
新理念，從行山過程
中令她學到生活小常
識和保健知識，她又
大讚發哥很懂得照顧
人。在行山時準備番
薯，香蕉，行到一段
路又提醒嘉玲飲水，
最令嘉玲感動是看到發
哥平易近人一面。她說

發哥會跟每個途人打招呼和影相，甚至
乎山上的士多老闆姓什麼，屋企多少個
小朋友全都知道，自己看在眼內也要多
些跟他學習。嘉玲覺得平時的自己冷傲
嗎？她說：「不是，只想盡量向這方面
學習，大家見到的發哥是好大明星，但
他好真誠和真心，沒有距離，把大家當
成身邊鄰居，令我好感動。」

放低明星身份
發哥還和嘉玲坐小巴，她自言：「已
有 20 多年沒有坐小巴，下次他叫我坐地
鐵，（你倆出現地鐵車廂，肯定哄動？)
他會知什麼時間和車卡適合我坐，其實
沒有所謂，人與人之間打個招呼、影一
張相，令人開心這是我的福分，他們話
見到周潤發咪發達？仲見埋嘉玲，明明
行緊山氣喘都會感到興奮。」嘉玲表示
會繼續行山，還會叫埋老公梁朝偉加入
行山，她又說最享受是行完山，發哥所
安排的一頓飯，每次都不同，試過有車
仔麵、客家菜和盆菜，所以行得好辛苦
時便去想這些食物。問到嘉玲的明星階
級身份是否放低一些？她認同說融入大
自然後，自然覺得人很渺小，眼看山上
開豆漿店的老闆，每日行 7 小時山路，香
港仍有這樣勤奮的人，令自己上了一
課。

吳若希否認執二攤做魔法王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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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齡偕母親出席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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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齡望大眾關注苦難孩子
陳 美 齡 即 場 獻 唱 《《 香 港 香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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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慶全）
「全為愛 陳美齡博士與天地孩
兒」相片展覽開幕儀式昨日於浸
會大學舉行，共展出陳美齡過去
20 年到訪 20 個國家及地區的影像
及文字紀錄，希望引起對飽受苦
難的孩兒加以關注。陳美齡昨日
偕母親出席展覽，她並於即場獻
唱《香港 香港》表示自己對香港
的 懷念 ， 她 指自己 14 歲 開始唱
歌，一唱 46 年，很感謝大家的喜
愛。
陳美齡是浸會大學客席教授，

這次回港也作了兩日講課，今天
便回日本，她指這次舉辦展覽，
是希望透過照片能呼喚起大家對
受難兒童的關注，她表示從 98 年
開始加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成為
日本親善大使，其間曾到過 20 個
地方探訪，每次感受也很傷心和
感動，因為戰爭和貧窮，最後受
難的也是小朋友，故此要加以保
護。陳美齡透露今年 4 月會再到南
蘇丹探訪，而她有 3 位兒子，分別
28、25 及 18 歲，長子及次子滿 18
歲後也有跟隨她去過探訪，包括

梁洛施亮相

呂珊為演唱會增磅

青春愛情電影《念念》發佈會
香港文匯報訊 由著名導演張艾嘉執導，梁洛
施、張孝全、李心潔、柯宇綸等影星聯袂出演的青
春愛情電影《念念》，近期將登陸內地大銀幕。3
月 4 日，電影在北京舉行「愛的代價」發佈會，導
演張艾嘉攜主演梁洛施、李心潔，以及博納影業總
裁于冬共同出席活動。張艾嘉表示：「《念念》是
一部情感性的電影」，希望觀眾們能夠在電影中找
回「每個人心中一直難以忘懷的那個『念
頭』」。出演《念念》是久未踏足影壇的梁洛施復
出後的第一部電影。

■由著名導演張艾嘉執導，梁洛施、張孝全、李心
潔、柯宇綸等影星聯袂出演的青春愛情電影《念
念》昨日在北京舉行活動。
中新社

非洲、印度及巴勒斯坦等地，也
予他倆很深的感受和體驗，現他
倆也常會當義工幫人，至於小兒
子將入讀大學，明年也會讓他去
一次探訪體驗。
陳美齡笑言三位兒子現都拍
拖，她也恨娶新抱想抱孫，要是
肯給她湊孫就最好不過，只是新
一代的想法自己也管不來不敢去
催促，她又指兒子們都似對娛樂
圈不感興趣，不過她依然會繼續
唱歌、教書及寫書，閒來也會到
各地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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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慶全）
呂珊演唱會定於
五月在伊利沙伯
體育館舉行，昨
日舉行記者會，
獲謝雪心、李思
捷及麥長青等好
友撐場，各嘉賓
亦會於演唱會上
表演。
呂珊透露今次
演唱會是跟管弦
樂團合作，現已
花了兩個月時間
進行綵排，不過 ■呂珊昨日舉行記者會，獲
演唱會亦是兩個 李思捷撐場。
月前才決定舉行，原定在大馬的演唱會被迫押
後演出。呂珊指她很高興能跟高水平的樂手合
作，相信到時一定會很好玩，此外也邀請了一
班好友當表演嘉賓，其中會跟謝雪心合唱粵
曲。提到她近來清減不少，呂珊表示身體狀況
沒問題，最近外形上看來纖瘦，她體重仍有
100 磅，只是之前拍劇好辛苦，身體一切是正
常的，加上她不吃宵夜，也沒打算多吃點來增
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文釗）吳
國敬、吳若希與組合 Supergirls 昨日
錄影《勁歌金曲》，吳若希獻唱新
劇《衝線》主題曲《美好的時
光》，希望新歌與劇集同樣有好成
績。過往多數唱悲情歌的吳若希，
表示新歌屬勵志開心類型，希望今
後可以多唱此類型歌曲。問到會否
寄望新歌像《越難越愛》般受歡
迎，她說：「始終不是大家喜歡唱
的 K 歌，看看劇集之中會不會播多
些。」對於有傳許亦妮要求加薪四
倍，遭無雪藏，吳若希「執二
攤」頂替對方《街頭魔法王》主持
及拍新劇工作，吳若希說：「報道
是無中生有，我收通知時已知是我
做《魔法王》，而且每輯都會換
人，不是執二攤。」
下月舉行演唱會的吳國敬，昨日
感冒致聲沙沙，他說：「幸好距開
騷仍有一段時間，現在吃中藥不敢
看西醫，怕吃西藥後整個人『散』
了。」相隔 12 年再在紅館開個唱，

■吳國敬、吳若希錄影《勁歌金
曲》。
吳國敬表示主辦單位原有意拉攏他
與太極合作，但太極 5 月就舉行 30
周年個唱，所以檔期留給他，合作
就推遲到明年舉行。吳國敬笑言現
在愛上做運動，他說：「原本我最
憎舉重，但現在是舉上癮，到開騷
時看情況給不給大家看成績，自己
一直有控制飲食，希望有漂亮的身
形。」

鄭秀文當歌迷愛情顧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植植）天后鄭
秀文（Sammi）早前在紅館舉行跨年
演唱會同時，推出新曲加精選碟
《Sammi Miracle Best Collection》 ，
一邊開騷一邊為新碟宣傳。雖說是新
曲加精選，但製作和成本好比專輯大
碟，碟內有 6 首新歌，更拍成 MV，極
盡視聽之娛。由封面拍攝到收錄的新
歌 ， Sammi 嘗 試 與 不 同 幕 後 精 英 合
作，擦出火花，帶給歌迷新鮮感。
其中一首新歌《總有一個人》，由
神級填詞人林夕操刀，由 SWAROVSKI 贊助首飾拍攝，讓 Sammi 閃亮演
出 。 Sammi 說 ： 「 新 歌 係 林 夕 寫 的
詞，歌詞表達世上總有一個人愛你，
無需要放唔低舊情，太留戀以前的自
己、對方，甚至感情。人應該向前
望。」 她表示這次是罕有與林夕合
作，而非電影歌曲，她說：「歌詞講
得好，人要向前望，唔應該眷戀以前
的人和事，遇到適合的人就要勇往直
前！」
眾所周知，Sammi 對歌迷情同好朋
友，無所不談，甚至充當他們的愛情和
醫學顧問，Sammi笑說：「我好少同歌
迷傾心事，反而佢哋好多奇難雜症問我
意見，有時問我醫學事，有時傾佢哋家
庭、工作和愛情事，大家交流，傾日常
生活。佢哋最鍾意問我最近鍾意食乜，
然後去搵或者整畀我食。」歌迷似乎想
谷到Sammi肥肥白白，過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