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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慶全）
鄺美雲（Cally）
昨日於灣仔出席支
持冠玲瓏榮獲健力
士世界紀錄殊榮活
動，當中展出由雷
頌德設計榮獲健力
士世界紀錄「最高
價值結他」殊榮的
鑽石結他，Cally
透露曾經在巴賽爾
已欣賞過這鑽石結
他，也為香港人能
打入健力士世界紀
錄而驕傲及鼓舞。
Cally本身經營珠寶生意，問她有否想過

設計一款珠寶能打入健力士世界紀錄？
Cally笑言從未想過，因她也是以設計平日
佩戴及會使用的飾物，例如家用的鑽石筆
及打火機等，最多是構思製作較大型的鑽
石手袋，卻擔心會跌了甚至會遺失，故此
設計家用的鑽石相架會實在一點。但會放
跟哪人的照片在內呢？Cally笑說：「我想
放自己漂亮的人像相，只是尚未拍到滿意
的！」她指有時會在網上分享相片，可是
最近發現被人偷相並假冒她開面書，又看
到有些不認識的人來說喜歡她，令她感覺
很奇怪，遂決定將個人面書取消，她強調
不是怕被人冒名做非法的事，但也不想有
陌生人來煩擾。

謝霆鋒透露他在上海的戲份已完
成了一半，接下來再要回港及

到泰國與台灣拍攝餘下部分。當傳媒
直接問他有關女友王菲傳出懷孕的消
息，霆鋒仍表現友好，笑說：「我不
看報道的，你是否想死？這麼遠水路
來給人鬧。」那前妻張栢芝被向華強
指工作態度差踢出《3D封神榜》？
霆鋒堅持一貫作風說：「不答，問幾
多都不回答！」問到身邊人有予以關
心嗎？他同樣不作回答。提到有傳竇
靖童簽約他旗下公司？霆鋒才說：
「不是，不答了！」
至於昨日所拍發現屍體戲份，戲中

警探霆鋒手捧着血淋淋的心臟，他笑

言導演是找了一個豬心代替，拍攝時
拿上手感覺外觀和質感都很像真，故
此也嗅了一下，只是沒嘗試去舔豬
心。另霆鋒主持的《十二道鋒味》開
拍續集，他透露當中有嘗試炮製新菜
式，現正打算請求青雲來擔任節目嘉
賓，只待他安排檔期。
青雲今次飾演犯罪心理學教授，而

跟霆鋒繼《消失的子彈》後第二度合
作，青雲坦言彼此很有默契，合作得
分外愉快。青雲劇透指二人接受器官
移植後尚保留捐贈者過去的回憶，再
各走極端去查案。談到霆鋒一手好廚
藝，還親自炮製咖喱牛蒡丸，但青雲
表示未有品嚐過，且他多數是負責品
評，下廚的機會甚少。

佟麗婭想王菲來探班
佟麗婭於戲中演咖啡店老闆娘，但

角色有雙重人格，首度跟兩位影帝合
作，她戲中與霆鋒會發展曖昧的感情
戲。她坦言霆鋒是一個很溫暖的人，
會主動問候，但相處時會否八卦霆鋒
的感情事？她笑說：「還沒來得及，
我有跟他說我也是八月八號生日(同
是王菲生日)，就點到即止，還沒等
他回應我就轉身走開了。」有機會再

去問？她表示也不要太八卦了，因不
知道對方會否願意去談，也不會主動
去問。期待王菲到來探班？她笑說：
「應該，她也是我的偶像，能見到就
最好！」
雨僑演香港警察，但沒太多動作

場面，反而要唸大量資料性對白，
也是一大難度。她指首天開工便要
在兩大影帝青雲和霆鋒面前演戲，
壓力大得令她手震兼冒汗。思漩面
對兩大影帝同樣表現緊張，還經常
語無倫次。雨僑笑指她倆不時失魂
落魄講錯話，將水晶象棋講成橡膠
水晶，青雲戲中叫「車教授」，她
倆常叫錯他「都教授」。雨僑之前
拍了場脫剩比堅尼泳衣的戲份，為
騷好身材事前修身減了十二磅。思
漩則忙於回港出席《衝鋒車》的宣
傳，近日又集中在上海拍《驚天
破》，體力大為透支，她坦言影響
了演出水準，經常忘記對白。

譚俊彥宣布妻懷B女
譚俊彥戲中演國際刑警，他大讚

青雲很體貼演員，肯花時間與其他
演員排戲，故重拍的次數大減，霆
鋒則經常下廚，整個劇組也有口

福，咖喱尤其好吃。譚俊彥又報喜
訊，問到太太懷了女兒？他笑指事
件屬於「意外」，不過女兒將於六
月便出生。他直言要跟太太致歉，
因經常長期在內地拍戲沒好好陪她
待產，故待女兒出生後會立刻停工
陪太太一起坐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銀都機構有份投資的電影《驚天破》

昨日在上海拍攝外景，戲中演員包括劉青雲，謝霆鋒、佟麗婭、譚俊

彥、雨僑及思漩等齊集拍攝一場於宴會場地發現屍體案的戲份，完成

隨即趕往記者會會見傳媒。期間有記者直接問霆鋒有關女友王菲懷孕

的傳聞，他沒有直接回應，更開玩笑地恐嚇記者：「你是否想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謝安
琪（Kay）昨日全身白色打扮為護膚
品牌拍攝廣告，初為品牌擔任代言人
的她，笑言自己也不知有多少酬勞，
只知廣告中有多款不同造型，有夏
日、有高貴又有清純，但就不需要走
性感。Kay指不少廣告商都一直向他
們一家三口拍廣告打主意，但她與老
公張繼聰都同表反對，希望給小朋友
有安靜、舒服的童年生活，他們的家
庭樂只留給他們自己享受。
Kay 下周要啟程到荷蘭拍劇集
《殭》的外景，她笑言近日忙不得
沒時間休息，已練成開眼睡覺和開
眼養神，她說：「之前要到北京和
澳門工作，返來又要趕拍劇，已經
有72小時沒有睡覺，現在練成開眼
睡覺，剛才拍攝時都好精靈。」Kay
又笑稱連今次拍廣告也不知酬勞有
多少，感激廣告商一直度時間遷就

她檔期。問到有
沒廣告商向他們
一家三口打主
意 ， Kay 說 ：
「一直都有，但我們都
一一推卻，因為這些家庭樂是屬於
私人的時光，而且大家的工作分開
獨立會更理想。雖然小朋友見到鏡
頭很雀躍，但都想他低調些，希望
小朋友的童年安靜和舒服。」

見老公被毒打心疼到喊
至於老公張繼聰接拍電影《葉問

3》，笑問是否要勤操肌肉示人，
Kay笑道：「他跟我說在戲中要被人
毒打，雖然我知道不是真打，但我
看到都會喊，可能他演技好太迫
真，所以他講我知時已不舒服，只
好叫他練得硬淨一些。」
此外，劉德華的女兒終被傳媒拍

到，由朱麗
倩帶她到北京
會合華仔慶祝生
日，沒看過報道的Kay緊張
地反問華仔女兒是否很得意，又替
她改花名叫「劉得意」。她說：
「作為藝人父母不是想刻意和媒體
有衝突，讓小朋友避開大家的目光
只是希望保護他們，對喜歡的藝人
當然想關心他們多一些，但藝人私
隱也需要保護，所以兩方面要作出
很好的平衡。」

謝安琪
反對一家三口拍廣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吳綺莉
（Elaine）上月涉虐女被捕，女兒吳卓
林入院驗傷後，暫時要跟媽咪分開住，
不過前日「小龍女」被拍到已返回大埔
寓所，母女再一起生活，昨日Elaine表
示女兒總要回家，事件總要解決，要找
個好方法解決。

昨日Elaine為數碼電台主持節目，並
邀得同屆亞姐亞軍施綺蓮及季軍楊玉梅
接受訪問，節目中大家亦談起當年選美
的趣事及瘀事，如她出台前突然不見了
上半身泳衣，又試過在台上仆倒。她謂
稍後會帶同自己的孩子再相約一起吃
飯，問到是否傾與子女相處之道？她
說：「這門功夫是做到老學到老，前日
卓林返屋企一齊住返。(關係有否比之前
好一些？）我常說每件事的發生都要有
所學習。今次就學到溝通要再多些。
（你有否學習改變態度或方式？）開始
學習中，（她對你OK嗎？）唔會唔
OK，家人嘛！」問到是卓林自己要回
家還是社工安排？Elaine說：「她總要
回家，事情也總要解決，最重要是用好
的方法去解決。（卓林回家是否表示虐
兒案也close file？）所有case我都交
由律師去處理，暫時不會作答。」她又
稱現時對她來說最重要是家人的溝通，
自己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家人。

坦言沒收起家中的酒
之前有報道指Elaine財困，問到她現

時財政可OK？她認為OK的定義每人不

同，有些人覺得不能去五星酒店吃飯就
有困難，但有些人吃一碗魚蛋粉也
OK，對她而言最重要是與家人的溝
通，如果財政好但與小朋友關係不好也
沒意思。她又稱現時會努力工作及向前
望。
對於有報道指她虐女是因飲酒之過，

問到現時家中的酒可有收起？她坦言沒
有，並說：「大家要有信任，每個人都
會做錯事及有其弱點，唯一要講的是你
睇住我、我睇住你。（與女兒可有約法
三章？）無刻意去講咩，但覺得一個人
每日都要進步及自我檢討，呢個係自己
一直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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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媛 高皓正上郵輪演出音樂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音樂
劇《野玫瑰之戀》將於五月六及七日
首度移師郵輪上演出兩場，昨日總導
演高志森聯同男、女主角高皓正及焦
媛出席於郵輪上舉行之記者會。
焦媛首次獲邀上郵輪演出，她表示

也是新嘗試，其實本身她怕坐船會暈
浪，但昨日感覺也沒太大問題，最多
於演出前先吃暈浪丸。她指今次演出
會濃縮為個半小時的精裝版，刪減的
一小時全在對白上，仍保留二十多場
歌舞。問到酬勞是否較在劇院演出為
高？焦媛坦言也不錯，主要還是想嘗
試在不同場地演出，希望成為第一步

讓其他的舞台劇也帶到郵輪上演出。
豈不是以後也要上船了？她笑說：
「今日試了，都好穩呀！」笑問她是
否想說「好搵」？她笑笑口表示兩樣
都希望。焦媛剛與男友高志森去過倫
敦度假，並順道慶祝生日，她最開心
是看了不少舞台劇。
高皓正也是首次在郵輪上演出，但

他帶點感觸表示原來其父母是在郵輪
上相識，到他五、六歲一家上郵輪旅
遊後，母親不久就離開了人世。而今
次他演出，太太及女兒都會請假同
來，現三歲女兒好活躍，去看他演出
經常會衝上台要親他，所以要太太看

着她。高皓正指今次酬勞比在劇院演
出的較高，但本來要離港數天沒人照
顧女兒他也不想接，不過最後也給高
志森的誠意打動。

被指涉跨境水貨活動
羅霖強調做正當生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吳文釗）羅霖早
前被指有份投資的酒
業公司涉跨境水貨活
動，一名深圳大型水
貨集團負責人報稱是
她公司的股東，在掛
上酒業公司招牌的店
舖內賣水貨。羅霖昨
日與公司另一股東李
安妮召開記者會澄清
事件，強調該名負責
人只是分銷商之一，
已有兩年時間沒跟她
們入貨，不能算是她公司旗下，並指該店舖的名字跟
她的一樣，但商標則是舊款，由於在內地她控制不到
別人用甚麼名字，呼籲合作客戶認清商標。羅霖認為
報道指她從事水貨活動有誇大成份，強調她是以正當
手法去做生意，她說：「我們會採取法律行動，股東
李安妮也會保留追究權利，現在先發聲明，然後再跟
律師商量。」今後與分銷商合作會否更謹慎？羅霖坦
言做生意很難查找對方底蘊，有人要刻意隱瞞就難以
查證，她說：「今次事件對我很重要，因為是我首次
從商，我對公司很有信心，認識了Angel（李安妮）多
年，知道她投資一向好小心，大家合作一年多也做得
好開心，那位負責人我們知道是誰，但我們沒有見過
面，都擔心日後出街會被人指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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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霆鋒指血淋淋的豬心心臟道具很逼
真。

■羅霖(右)昨日與公司另一股
東李安妮召開澄清記招。

■鄺美雲透露在巴賽爾
已欣賞過這鑽石結他。

■吳綺莉（中）稱與同屆亞姐施綺
蓮及楊玉梅已廿三年沒聯絡。

■焦媛與
高皓正首
次在郵輪
上演出。

■佟麗婭與偶像王菲同月同日生。

■王菲日前被人目睹在雲南與友人相
聚。 網上圖片

■■霆鋒霆鋒((右右))跟跟
青雲第二度合青雲第二度合
作作，，青雲坦言青雲坦言
彼此很有默彼此很有默
契契。。

■■戲中演員在拍攝一場於宴會戲中演員在拍攝一場於宴會
場地發現屍體案的戲份後場地發現屍體案的戲份後，，隨隨
即趕往記招見傳媒即趕往記招見傳媒。。

■謝安琪笑言也不
知是次拍廣告酬勞
多少。

Kitty媽發聲明 擬法律追究不實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歌手李逸朗和前經理人鄭燕玲

（Kitty媽）傳不和後，Kitty媽有感媒體上多篇報道
文章對她構成負面影響，昨日她發出聲明澄清，更表
示已交由律師處理，會保留法律追究權利。
Kitty媽的嚴正聲明主要是指：近期媒體上發現多

篇有關她的報道文章及廣播言論是失實及誹謗性的不

當行為，已對她造成損失而該等損失持續累積。她向
有關的公司及人士保留一切法律權利。她已委託律師
處理該等事情，而因近日的長假期及整理資料需時，
在稍後將會有更詳盡的回應。
最後她現階段多謝一些真心朋友、數十年來工作

夥伴及藝人的關心及慰問，相信謠言止於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