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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
全）胡杏兒與張敬軒以麥麥
愛心大隊長身份，昨日與樂
隊 Mr、 Supper Moment 及
KillerSoap齊集沙田麥當勞叔
叔之家，兩位愛心大使將參
與招募義工義賣慈善獎券，
三隊樂隊則於7月18日舉行
搖滾慈善音樂會。
胡杏兒表示數月前曾來到

麥當勞叔叔之家探訪病童，
也感覺這裡似家多於醫院，
可讓小朋友在較溫暖的地方
康復過來。杏兒本身已有助
養十多位小朋友，而男友也

很喜歡小朋友，也會叫他幫
手義賣獎券，不過她未有想
到一起助養小朋友。記者笑
着叫她快生返個？杏兒笑
說：「係嘛！都未結婚，循
序漸進，他都喜歡小朋
友！」會否先生BB才結婚？
她答謂：「一步步來，現科
技先進是可以這樣，我都常
被人催結婚，見到Ella（官恩
娜）和Kathy（周汶錡）懷孕
都好靚，也替她們開心。」

結婚必公告天下
但有否跟男友討論過生小

孩？杏兒甜笑說：「最好一
次過生三胞胎啦，其實都講
過一下，畢竟現在不似以前
細個拍拖，兩個人一起會考
慮這些因素。」是否等男友
求婚？她笑指並不是，結婚
是開心事，一定會公告天下
不會偷偷摸摸的。

大合照時張敬軒身旁小朋
友害怕地嚎哭，他苦笑指應
是小朋友緊張，因向來他很
有小朋友緣，而他也希望盡
力行善，尤其會關注本地慈
善機構。
軒仔又有留意藍潔瑛最近

接受訪問，希望演藝界的朋
友或其親人可以幫她一把，
因她還很漂亮，是天生演
員，其氣質和眼神還在，做
觀眾的會好想看她的戲。會
否想合作？軒仔則說：「我
主力唱歌算是半個同行，但
不想她復出，不想公眾壓力
與目光影響她。」藍潔瑛剛
又成為雜誌封面指她身形發
胖，軒仔說：「如果大家錫
她便應珍惜她，而不是去消
費她，因為她息影多時已是
個普通市民，不應該再評論
她外形，最希望是她能健康
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
林子祥（Lam）與潘源良（阿
潘）昨日到電台接受訪問，二人
相識30年合作無間，又大談合作
趣事。
阿Lam表示稍後會為《最愛潘

源良是誰作品展演唱會》擔任表
演嘉賓。阿潘指跟阿Lam在1983
年因合作電影《英倫琵琶 》認
識，並視他為偶像，坐在他身邊
心跳加速。

多年來二人合作無間，阿Lam笑道：「因為填來填去都係得
嗰幾個。」阿Lam又大讚阿潘的歌詞直接易明白。阿潘就笑指
阿Lam歌路廣，就算給他一本電話簿都唱得有感情及出色，同
時阿Lam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提出電影局部現場收音，之後
更成為潮流。在旁的阿Lam就帶笑說：「好奇怪演唱會有字
幕？」記者笑問他是否指譚詠麟？他不諱言說：「我對住佢都
會咁講，佢無所謂！做一個職業歌手點會唔記得自己嘅歌？
（時下新人好多咪咀？）好可惜，就算唱得衰都要唱真嘢，我
失聲都會唱真嘢，人哋畀咗錢點可以咪咀。」
提到無綫重播《大時代》，阿潘表示跟女友李麗珍有時也會

一齊收看，又指對方跟以前一樣靚女，並說：「她睇劇時鍾意
捉錯處，發現慳妹周慧敏條腰帶變咗三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余文樂日前拍攝新廣
告，除一向的打籃球外，不過今年有新花臣，就是
「沙灘籃球」和「水底籃球」！樂仔親自解構今次電
視廣告為何由沙灘打到落水底，他說：「其實個故仔
係講我同班朋友在沙灘打籃球，個籃球跌咗落水，我
跳入水追住打！」而拍攝亦分兩部分，第一天在泳池
拍水底戲，為了安全，沒有潛水經驗的樂仔預先上堂
學水底呼吸。拍攝時，工作人員和攝影師都要佩帶氧
氣筒潛落水底，但樂仔就不能用氧氣筒，所以在場除
了有潛水導師和救生員，還有醫療人員隨時候命。
拍完水底部分，樂仔轉戰沙灘籃球，拍攝當日雖然

烈日當空，但有籃球在手，樂仔忘記一切與陽光玩遊
戲，導演未嗌action，他已經與波友鬥射波。事後樂
仔自嘲孤陋寡聞，說：「我真係見識少，因為今次拍
廣告才知道『沙灘籃球』，又
真係幾好玩喎，不過要小心
到腳，今朝就有演員唔小心整
損腳。雖然好玩，但好曬，平
時真係幾難約埋幾個朋友去沙
灘，唔曬太陽而打籃球。」他

坦言喜歡到沙灘曬太陽，但甚少約朋友
去，因為他喜歡一個人去靜思。問他會
唔會裸曬呢？樂仔衝口而出：「費事嚇
親人！」隨即哈哈大笑，說：「唔係，
我只係怕被人影相，職業病嘛！其實都
有去過外國的天體沙灘一次，但自己唔
裸曬，去到好異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 電影《破
風》將於今年暑假上映，演員彭于晏、崔
始源、竇驍、王珞丹等演員不畏艱辛地親
自上演氣勢恢宏的單車比賽。竇驍踩車
時，劇組為拍彩虹出現在雪山的奇觀，要
他多次在意大利雪山來回踩車踩到氣咳，
彭于晏、崔始源亦帥氣地在騰格里沙漠飛
馳，彭于晏回想時說：「我最難忘的就是
騰格里沙漠，當你到了沙漠，你會覺得非
常好玩，而且沙漠真的好美。這一輩子，
可以演一個在沙漠騎單車的角色，辛苦什
麼都是值得的。沙漠很美很好玩，能在騰
格里沙漠騎行非常幸運，以後不會再有機
會了，此生無憾呢。」
騰格里沙漠是中國第四大沙漠，處處沙

丘起伏，沙濤滾滾，景象奇偉壯觀。一望
無際的沙漠中，天鵝湖、月亮湖等綠洲和

植被零星點綴，遠遠望去如一片金燦燦的
海洋，彭于晏領銜一眾單車手帥氣飛馳於
沙漠環繞的公路上。據悉，劇組的拍攝設
備都是靠人手橫穿沙漠搬過去的，而且拍
攝沙漠戲時，天氣已經很涼，工作人員都
裹着羽絨服，但彭于晏、竇驍、崔始源等
演員都要穿着單薄的賽車服，因此他們都
在拼命的踩單，希望能令身體暖一點。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藝人愷樂（蝴蝶姐
姐）昨日在台北出席自拍神器發布會。愷
樂現場分享美顏自拍技巧，更自認「美顏
零死角」。
愷樂日前與緋聞男友羅志祥（小豬）穿
「情侶裝」的合照上載到網上，愷樂昨在
活動上澄清：「那個不是情侶裝啦！是小

豬的潮牌的新款，他人很好，拿來讓我
穿。」愷樂再度澄清，跟小豬只是好朋友
而已。她又自言目前還是單身，但身邊有
追求者。問其擇偶條件？她說：「要心腸
好、要孝順，希望是帥哥，不用練很
壯。」記者笑指條件也跟小豬完全符合，
她即撇清關係說：「小豬就是好朋友。」

中新社電前晚，首部中國與荷里活合作
的科幻電影《LOG OUT》在北京發布重
量級陣容，影片導演Austin Smithard攜奧
斯卡影帝艾哲倫保迪、《花邊教主》
（Gossip Girl）女主角Blake Lively及中國
影星竇驍共同現身。該片由著名娛樂公司
PAE PICTURES 與荷里活團隊聯合打
造，製作團隊中還包括獨掌《環太平洋》
特技製作的米蘭達工作室團隊。預計將於
今年第四季度上映。

彭于晏沙漠踩車 感嘆此生無憾

愷樂澄清與小豬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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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職業歌手應記得歌詞
阿Lam矛頭直指譚詠麟

跟男友討論生育計劃

杏兒望生三胞胎

千嬅被芷珊形容是排除萬難到來，對
此，千嬅笑說：「沒這樣誇張，我

和芷珊認識多年，私下是朋友常有聚會，
從她性格可知她不會想太多事，至現在開
始發展和擁有自己品牌，這種堅持和心機
是值得支持。」千嬅又會否打造自家品
牌？她謂：「我本身已經是品牌，經營自
己品牌要用很多精力，不同演出便是產
品。現在又有了兒子，要經營兒子，但卻
不求回報，最重要是兒子健康，這幾天他
發燒，燒到39、40度，我整夜難眠，老公
（丁子高）問其實是否我需要看醫生，家
庭是我一生經營，我好樂意去做。」
千嬅坦言對幼兒教育很有興趣，笑言：

「可能拍戲上了身，也想讀有關課程，但
仍未有時間去做，（同老公一起學？）他
好勤力，又玩健身又上佛學，每周返一次
堂，每次學完回來便同我上一次，還在臨
睡前便開機（講），說完便熄機睡，但他
不知道所講的都傳入了我腦，不停思考睡
不到，沒幻想過婚姻生活是這樣的，我叫
他不要這麼快『化』，（怕他出家？）不
是，是囉嗦！每次自己發忟憎，他都叫我
放下。（他有跟囝囝講？）囝囝睬他都
傻，他會好天真無邪地行開，我也得向囝
囝學習。」

芷珊投資7位數
芷珊穿上露背裙出席自家品牌活動，她

透露共投資達7位數字，稍後將推出其他不

同的配飾。今次頭炮推出太陽眼鏡，有把
自己的想法提供，再找一些在外國剛畢業
設計師設計，今季設計了十款，希望每年
找不同設計師合作，增加新鮮感。
芷珊獲不少朋友支持，她開心說：「特
別是千嬅排除萬難到來，因涉及品牌活動
要同公司爭取先來到，（請他們吃飯還人
情債？）一定要，在所難免。」問她可會
減少幕前工作以打理生意？她說：「不
會，因為我一年只做一個節目，做大騷司
儀也不用花太多時間。」
胡定欣喜見芷珊有個人品牌，她表示有
時間也想嘗試，但現在要拍劇比較難實
現，定欣透露最想設計是衫和晚裝，（將
來為自己設計婚紗？）都有幻想過，好似
公司的頒獎禮，為物色服裝而頭痛時，就
想不如自己做衫，但始終未有機會。

視家庭為自己「品牌」

千嬅千嬅爆爆老公老公
睡前說佛睡前說佛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李思穎李思穎））黎芷珊推出自家太陽眼鏡品牌黎芷珊推出自家太陽眼鏡品牌，，昨日獲昨日獲

多位好友到場支持多位好友到場支持，，分別有楊千嬅分別有楊千嬅、、胡定欣胡定欣、、何超儀何超儀、、趙學而趙學而、、周嘉儀周嘉儀

等等，，而拍片祝賀的藝人包括劉德華而拍片祝賀的藝人包括劉德華、、鄭伊健鄭伊健、、張衛健張衛健、、梁漢文等梁漢文等。。千嬅千嬅

坦言家庭是她一生經營的重要坦言家庭是她一生經營的重要「「品牌品牌」，」，她又透露老公丁子高現上佛學她又透露老公丁子高現上佛學

堂堂，，每次學完回來便跟她上一次課每次學完回來便跟她上一次課，，臨睡前還在說臨睡前還在說。。

■■彭于晏與崔始源等彭于晏與崔始源等
在騰格里沙漠飛馳在騰格里沙漠飛馳。。

■愷樂(左二)手持
「自拍神器」，合
影留念。 中央社

■■內地男星竇驍內地男星竇驍((左一左一))與荷里活團隊合作與荷里活團隊合作。。

■樂仔稱今
次拍廣告才
知道「沙灘
籃球」。

■阿Lam（右）表示稍後會
為潘源良作品展擔任表演嘉
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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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子高
■千嬅(右)現身撐
認識多年的黎芷珊
推出自家太陽眼鏡
品牌。

■■胡定欣胡定欣((左左))表示也想嘗試推出個人品牌表示也想嘗試推出個人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