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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古天樂與吳君如前晚到
蘭桂坊出席手錶品牌的藝術展慶祝派對，二人各自戴上
價值47萬及200多萬的新款腕錶。
問到吳君如有沒有收藏名錶習慣，她表示老公陳可辛
有送具收藏價值的鑽石和名錶，但通常拍戲工作時也不
會佩戴。對於早前為《12金鴨》經常以男裝出現，君
如笑言不慣女性化打扮，她笑
道：「真的不習慣，但要洗底，
一部戲拍完就完成一個角色的使
命，但近日仍然戒不掉會扮出男
人的動作。」
已有十多年沒到蘭桂坊的古天
樂，笑言要約君如到的士高玩，
但被君如取笑他用詞老套。古仔
在電影《五個小孩的校長》中與
多位小演員合作得很開心，問他
會否與小朋友上契，他說：「其
實跟他們間中見面已很高興，我
一向都喜歡小孩，但生仔是未來
的事，未來才算吧。」
此外，日前尖沙咀發生槍擊錶
舖案，有經營手錶生意的蔡加讚
表示很震驚，覺得香港很少發生
這些事，他與公司同事開會，強
調同事的生命最為重要，如遇上
劫案不要反抗，就算有損失也有
保險賠償。

香港文匯報訊 倫永亮
（Anthony）近日接受電台訪
問，剖白他的音樂路。入行
多年的他，跟不少殿堂級藝
人及樂壇天后，包括白雪
仙、陳寶珠、葉德嫻、陳潔
靈、林憶蓮等，成為知心好
友。談到友情，倫永亮坦
言：「我的性格沒什麼居
心，常常也很開心，很
friendly，不會觸怒別人，所
以很百搭。」被問到在眾多
工作夥伴中，哪一位女歌手
最高要求最麻煩，他衝口而
出說：「一定是林憶蓮，
哈！」但之後Anthony再補

充，「其實不是真的指憶蓮
很麻煩，而是她的要求很
高。她對於想做的音樂有很
清晰的指引，在芸芸歌手
中，我認為她對音樂是最有
認識的。在林憶蓮炮製《蓋
亞》這張作品時，我介紹了
常石磊給她認識；很多歌手
會困在自己的唱歌模式中不
求變化，但林憶蓮在常石磊
的監製下，有脫胎換骨的蛻
變，我最欣賞歌手這樣的態
度。」

揭憶蓮戀恭碩良後轉變
作為知己兼工作夥伴，其

實林憶蓮與恭碩良的愛情也
是由Anthony穿針引線。被
問及當初拉攏恭碩良當憶蓮
演唱會鼓手，會否想過自己
變成了媒人，Anthony說：
「其實我沒想過這一點。」
至於憶蓮拍拖後的轉變，倫
永亮由衷替朋友開心說：
「憶蓮拍拖後，我們理所當
然地少見面了，但是每次見
面，她也是很開心的。她的
快樂不是外在，而是內在
的，很安寧，滿足和真實。
活着就是為了這種心態。」
談到於音樂上未完成的目

標，Anthony透露他希望製

作一齣大型音樂劇，並盼能
做到如《雪狼湖》般大規
模。他坦言：「早前和潘源
良寫了一部音樂劇，也接洽
過很多位歌手，包括張學
友，陳奕迅，林子祥等等。
這部劇的歌也很好聽，主題
和中國歷史有關係，希望日
後可以完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青霞
湖南報道）《我是歌手》第三季
最後一場淘汰賽昨晚落下帷幕，
孫楠大騷粵語歌問鼎參加節目以
來的首個冠軍，A-lin（黃麗玲）
和韓紅分居第二與第四名，譚維
維兩場綜合得票率最低遭淘汰。
自加盟《我是歌手》以來，孫

楠就已在舞台上嘗試了多種不同
的音樂風格，本周他祭出撒手
鐧，演繹譚詠麟的粵語經典《講
不出再見》，還別出心裁地在結
尾處銜接了《不見不散》的副歌
部分，突破表現最終斬獲冠軍寶
座。
上周遭遇滑鐵盧墊底的A-lin昨
晚以一曲深情的《愛》逆襲至第
二名。據了解，這次A-lin在決定
競演歌曲時舉棋不定萬分糾結，
「以前選曲大概是3、4首，決定
了之後可能就編兩首歌，但這一

次選了10首歌，編了7首曲，直
到最後才敲定莫文蔚的這首
《愛》。」
上周排名第四的譚維維昨晚挑

戰Katy Perry 的《Firework》，
這是譚維維首次在《我是歌手》
的舞台上嘗試英文歌，也是當晚
競演唯一的快歌，可惜最終綜合
兩場得票率後還是遭到淘汰。
按照節目賽制，孫楠、韓紅和

A-lin三位首發歌手挺過終極淘汰
賽後可直接保送進入總決賽，爭
奪最後的「歌王」榮譽，而另外
四張總決賽的「入場券」則從參
加突圍賽的九位歌手中產生。據
悉，陳潔儀、古巨基、胡彥斌、
李健、鄭淳元、蕭煌奇、李榮
浩、譚維維和李佳薇九位歌手將
共同角逐進入總決賽的四個名
額，因此下周的競演可謂是競爭
最激烈、大咖最多的突圍賽。

林師傑憂前途多於緋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岑麗香（香香）、李佳芯、
劉佩玥及林師傑等昨日出席明珠台宣傳活動，香香趁在白色
情人節，即場學造花花棉花糖給自己做情人節禮物，笑言不
用男士送花，將來也可送給男朋友。香香剛回溫哥華過年，
吃了不少年糕和蘿蔔糕，不過她未有增磅，因之前她主持
《明星愛廚房》經常試食已經胖了五磅臉圓圓，所以近來勤
跳鄭多燕和游泳減肥。
林師傑與13年港姐歐陽巧瑩傳緋聞，其舊愛鄧穎芝即在網
上暗寸他又多一段緋聞，林師傑表示沒留意，只憂心前途多
於緋聞，因公司也怕他不專心工作玩得太忘形，他強調自己
對每段感情也專一。會否反擊舊愛？林師傑回應：「以前大
家都愛過大家，只是中間有誤會。」他又指被人斷章取義去
中傷，澄清所住的房子只是七百萬非二千萬，座駕也只值十
萬非一百萬，他強調所指不是鄧穎芝，二人拍拖兩年分手，
現雖少聯絡但見面仍會問句好，至於與歐陽巧瑩則是好朋
友，一樣是負面新聞多，故此很投緣。
劉佩玥自演出《四個女仔三個Bar》後獲封女神，她笑言開

心又害羞，因自問未夠高貴只是笑容搭夠。

倫永亮爆林憶蓮是最麻煩女歌手

香港文匯報訊保良局主席四太梁安琪與兒子何猷亨、
何超鳳、李思捷、陳細潔（Abbie）、羅霖前晚齊集四季
酒店出席「保良局名酒慈善晚宴」。心情大好的四太回
憶起自己首次飲醉酒經歷，笑說自己十多歲時在內地曾
用漱口杯與人飲葡萄酒及米酒，結果飲醉到連當晚的歌
舞團表演都失場：「這是唯一一次醉，現在40年聚會說
起也開心。」
問到四太以前是否經常和賭王何鴻燊摸酒杯底？她笑

說是摸面珠及手仔，而自己亦會叫幼女超欣試飲紅酒，
但烈酒就不會：「女仔要學吓的，將來食飯應酬也有需
要；囝囡的酒量亦不及我，因為我飲茅台的。（你千杯
不醉？）基本啦！」此外，提到猷享也將會加入保良
局，四太認為兒子工作外還需要了解社會，而長女超盈
亦比較少跟四太參與保良局事務，對藝術方面更有興
趣，所以才沒有加入
保良局。
Abbie雖然與一位男

性友人結伴到場，但
她就否認對方是男
友，解釋他是來競投
的。問到她真正的男
友在哪？Abbie直言當
現身時大家就會見
到，屆時更會拖手亮
相，但現在還未是時
候。提及Abbie胞姊劉
陳小寶上次催她與男
友結婚後還有沒有下
文？Abbie直言已嚇死
對方，「大家雖然沒
有開始，但有時也會
一齊食飯。（恨拍
拖？）也想，因為要
刺激喜怒哀樂，加上
女生需要人氹。」

孫楠唱粵語歌奪《我是歌手3》冠軍

梁安琪
用漱口杯飲醉酒失場

稱相約到的士高玩

古仔被君如笑老套

■倫永亮(左)性格隨和，故在
圈中廣結良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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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天樂已有
十多年沒到蘭
桂坊，他笑言
要約君如到的
士高玩。

■蔡加讚強調同事的生命
最為重要。

■■右起右起：：岑麗香岑麗香、、林師傑及劉佩玥在林師傑及劉佩玥在
白色情人節宣傳明珠台活動白色情人節宣傳明珠台活動。。

■吳綺莉談及
涉嫌虐女事件
時，表現無
奈。

■吳綺莉受訪
時眼泛淚光。

■吳綺莉涉嫌
虐待女兒案哄動
全城。

資料圖片

吳綺莉昨日接受有線娛樂新聞台專訪時，
憶述當日被指涉嫌虐待女兒卓林被捕時

的情況，她說：「我真係唔知發生咩事，我
都幾日無瞓，嗰日我如常四點半接佢放學，
但覺得奇怪接唔到佢，打畀卓林，佢話同老師

傾緊偈。點知到五點幾六點再去都唔見個女，跟
住無幾耐有兩個警察同老師行埋嚟我度，老師同
我講話個女想自殺，我即刻望住個女，我嘅角度
係呢件事無咩可能會發生，我同個女每晚都傾
偈，大家成日互相問『係咪OK，fine？』我覺得
唔會咯。」

每晚以酒取代食安眠藥
她多次揚言不知真正發生什麼事，學校方面也

未曾就此事聯絡過她，直到警方跟她說，指其女
兒報警告她虐兒，她大感愕然，起初也只是以為
女兒扭計，沒想過搞到咁大件事。主持張學潤問
她可曾虐待女兒，她表示沒有，更即場以輕推示
範平時她所謂的打女兒方法，輕輕手扮打，她也

強調女兒沒表面傷。張再追問可曾有過精神虐
待？吳綺莉說：「我自問無。」
問到對學校做法有沒有意見時，吳綺莉直認

有，她說：「因為事前沒人同我傾過。加上呢兩
日好多傳媒追訪，第一日我好愕然，我冇咁傷害
過我個女。我係有飲酒，因為我唔係好想食安眠
藥，因為我由細到大瞓覺都有問題，我唯一覺得
個女咁做，係驚我身體有事。我只係飲紅酒，可
能我飲多咗會爆，可能小朋友唔識處理。」

身在警署不知搜到甚麼
至於問到警方為何會到其家中搜查？她說：
「因為要問我工人。（點解要搜你屋？）我當時
喺差館，我完全唔知發生咩事。（話有疑似毒
品？）我真係唔知，所有嘢交晒畀律師處理。
（警方未交代搜到咩？）大家都只係處理緊個女
嘅問題，最緊要令小朋友唔好再受傷害及更加
驚。」
吳綺莉續言到了這一刻，已不知可以做什麼，
「我唯一諗番，係我本身個人比較硬淨，我忽略
咗佢嘅承受能力，變咗啲嘢積積埋埋，加上佢又
青春期，加上同人傾吓傾吓變成咁。」
說到目前女兒的情況，「契媽打過畀佢，知佢
好驚，我知佢知道搞咗件事出嚟，唔知點收科，
因此事又不可以回家同我住，我有叫契媽同佢講
無事，唔使擔心，有咩事都有媽咪。亦為佢安排
一個讓佢最有安全感的地方住宿。」
問她可有什麼想跟女兒說？吳綺莉談及此一度

落淚說：「唯一可以講係媽咪會保重身體，我覺
得佢做成件事都係擔心啫。（可能佢有內疚）佢
係有，點講哩。呢幾日傾電話，大家都係不停問

候大家有無事。其實佢唔敢聽我電話，我有What-
sapp佢，我叫佢唔好擔心，Take Care。我覺得佢
係驚我病、有事，佢見我做嘢好多壓力，佢知我
愛佢，我都知佢係好愛我，否則唔會報警，佢只
係覺得媽咪就嚟死，搵人救我媽咪。」吳綺莉自
認做錯一樣事，就是令女兒沒有安全感。

母酗酒傷身要人幫助
另外，前日有周刊找到了吳綺莉母女受訪，報
道指吳綺莉也確認當日報警的是女兒，仍留院的
吳綺莉15歲女兒卓林則向周刊透露，母親喝很多
酒，抽很多煙，除了每晚要喝兩支才能睡之外，
有時喝不下去了，吳綺莉會用方法令自己把之前
喝下的酒吐出來，再喝，喝醉了便哭。卓林多次
本想阻止但都不成功，令她感到無助又害怕。
卓林直言母親壓力很大，眼見她越來越瘦，大
腿比自己的頸骨還要幼，可是又不肯聽從人勸，
尾龍骨痛，又不肯看醫生，卓林別無他法，擔心
母親的她只好報警救母。
卓林表示，不是因為母親打她才報警，而是希

望令母親知道，她不可以再這樣下去。她又透露
落口供時，跟警察說，她其實是需要人幫助母
親，因為自己幫不了她。她亦希望外界不要再批
判她了。
吳綺莉曾形容卓林是happy kids，不過卓林受

訪時卻說自己懂演戲可做演員。她認為如果在母
親面前表現不開心，只會令對方更不開心，故才
極力掩飾自己內心的感受。
至於當年與吳綺莉扯上關係的成龍，其經理人

袁小姐昨日接受內地傳媒訪問時，只說：「什麼
都不知道。」

卓林稱報警為救酗酒母卓林稱報警為救酗酒母

吳綺莉吳綺莉含淚認錯含淚認錯
令女兒沒安全感令女兒沒安全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凡文）吳綺莉涉嫌虐待女兒日前被捕，現已

獲准保釋候查五月中向警方報到。吳綺莉母女分別接受電視台及周

刊專訪，吳綺莉的女兒卓林稱別無他法，報警只為救酗酒母。吳綺

莉昨日受訪時也認做錯，令女兒沒安全感。

■吳綺莉昨日接受有線娛樂新聞台專訪，向外解釋與
女兒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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