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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頒榮譽院士好緊張

學友等愛女
穿畢業袍

■學友第一個出場接受榮譽
學友第一個出場接受榮譽。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張學
友昨日到香港演藝學院出席「榮譽博
士暨榮譽院士頒授典禮」，並首度獲
頒發榮譽院士，但未見太太羅美薇和
兩個囡囡到場支持。學友揚言他日拿
到「博士」榮譽時才力邀家人現身，
不然便貫徹低調作風。他又坦言期待
見證女兒穿畢業袍的一刻。

身穿院士袍的學友連同其他
獲頒授人士齊齊進場，台

上先由電影電視學院院長舒琪先
誦讀對學友的讚辭，其中提及學
友在 1993 年的國語唱片《吻別》
打破多個亞洲地區唱片最高銷
量，逾 400 萬的銷量紀錄至今無
人能破，又表揚學友對演藝界的
貢獻與成就。同時獲得「榮譽院
士」的尚有年前曾執導紀錄片
《爭氣》，並由劉德華公司發行
的楊紫燁，其他還有韓生、蔣維
國及王媛媛；而曹誠淵和梁智仁
則獲頒「榮譽博士」。

盼有朝一日成博士

鮑起靜儲夠退休金養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慶全）鮑起靜與梁天昨日
出席港台電視節目《銀齡
帥靚正》啟播禮與長者分
享健康資訊，而杜德智並
即場教長者做運動，其中
梁天分享心得時笑言一向
忘記了個「老」字，永遠
記着自己很後生，鮑姐笑
問他有否 70 歲，他即掀起
帽子露出一頭白髮笑說：
「我 1932 年出世，大家計 ■鮑起靜與梁天跟長者分享健康
一下啦！」鮑姐指自己現 資訊。
年六十多歲，也有保持健康體魄及儲備了足夠養老金計劃好退
休的生活。提到早前有護老院疏忽照顧老人的問題，她贊成愈
曝光愈好，讓社會關注到這厭惡性工作確實是經驗、培訓及人
手均不足，未來可以有更好的服務投入。

收男同學甜品
黃心穎嗒晒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
黃心穎與傅嘉莉(Kelly) 昨日到將軍
澳電視城錄影無綫節目《甜心先
生》，二人齊齊學整甜品，心穎更
第一次學整蘋果撻。問到可有親手
整甜品送男友？她笑謂讀書時反而
黃心穎((左)與傅嘉莉
收過男生親手整的甜品，是對方上 ■黃心穎
昨日學整甜品。
昨日學整甜品
。
家政堂時整的，因為只得一個製成
品，但都送給她，感覺好 sweet。
問到最後可有接受對方？她甜笑說：「之後有同對方拍拖。」
Kelly 昨日學整朱古力，她自言平日喜歡下廚，之前在父親節
就親自下廚煮中餐給爸爸品嚐。問到可有收過男生親手做的甜
品？她即時尷尬臉紅說：「小學五、六年班，整過朱古力送畀
人，(送畀初戀男友？) 係籃球隊隊員，當時係仰慕多過拍拖，
係 puppy love。」問她現時可有整甜品送給男友？她笑說：
「唔會，想有人送畀我食。」

江欣燕欣賞樂瞳夠豪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江欣燕與樂瞳昨日參與錄影
《兄弟幫》節目，宣傳她們主持的節目《夜宵磨》，欣欣笑言
《夜》節目已做到第三輯，終有自己的第一個長壽節目。江欣
燕表示《夜宵磨》是非一般的飲食節目，既感性又真實，她
說：「幸好以前拍劇慣了，現在拍到半夜三點也沒問題，只是
以前不懂就位拍攝，搞到吃太多肥了不少。」提到與樂瞳首次
合作做節目，欣欣起初也擔心合不來，但合作過後發現對方是
個豪氣仔女，而且更是飲得之人。

■江欣燕
(中)與樂瞳
(右二)錄影
《兄弟幫》
。

預《金曲獎》無望

麥明詩龐卓欣曾是同窗
港姐入圍名單或再變

■學友在台上起初神情拘謹
學友在台上起初神情拘謹。
。

原本神情拘謹的學友，昨日率
先接受頒贈榮譽院士，在戴過帽
子後，他難掩喜悅之情，即時展
露出燦爛笑容。其後接受訪問
時，問到他在台上是否很緊張，
學友解釋：「因是第一個出場，
程序上要好準確，我要記住所行
的位，其實程序也不難。」說到
太太和女兒沒到來，學友笑說：

「等我攞博士先，講笑而已，也
不知是否有機會，如果有到時再
力邀她們，今次只是通知了她
們，並沒邀請，也想低調一些，
（如何慶祝？）會在家吃飯，沒
有特別慶祝 ，（家人有何恭賀說
話？）女兒都不太知道是甚麼，
太太已恭賀我。」
日後在電影上會否增產？學友
笑着反問：「不知有否幫助？其
實有部戲在拍攝中，稍後開另一
部新戲，希望明年開演唱會，但
日期未定 。」問到今次得獎跟以
前得歌曲獎有何不同？學友謂：
「今次純粹(獲)頒獎不用表演，也
不是太緊張，只是坐着，但都是
好好的經驗，（穿上院士袍的感
覺？）都叫着過，沒想過會着
到，自己讀書又『渣』，讀書叻
的人好快便着到，以我年紀應該
攞博士，當然現在都很開心。」

現刻的學友，是否最期待見到
女兒穿畢業袍？學友坦言：「當

然啦，她着時我一定在場，雖然
我着時她不在場，（到時感動落
淚？）感動是發自內心，太早講
感覺很怪，視乎到時的情況，我
都好期待，相信會很快，只是幾
年後的事。」
學友有份角逐本周六在台灣舉
行的《金曲獎》男歌手獎，但之
前有評審指他是候選人中最低
分，問到學友會否出席？他說：
「視乎劇組通告，檔期許可便出
席 。 」 雖 然 他 被 陳 奕 迅
（Eason）睇好得獎，但他卻打
定輸數：「去得到都預了去坐，
因評審團都是同一班人，不會突
然轉變看
法，（預無
獎？）應該
無，但都想
過去看看，
因為可以見
到一班熟朋
友，像庾澄
慶、張惠妹
■曾獲頒院士名銜的
及Eason等。」 劉兆銘到場觀禮
劉兆銘到場觀禮。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16 位入圍《2015 香港小姐競選》的佳
麗昨日到電視城首次舉行聚會，熱門佳麗包括「十優狀元」麥明詩
（Louisa）、東驥基金管理董事總經理龐寶林女兒龐卓欣（Ada）、眼
科醫生朱嘉莉（Sunshine）等順利入圍。大會統籌經理余詠珊透露 16
位入圍佳麗只是初步入圍名單，到 7 月 2 日正式見傳媒前有可能再作篩
選，現在約 10 天期間一班佳麗要作瘋狂式訓練，視表現決定最後入圍
人數。
昨日 16 位入圍佳麗以自選裝扮示人，同屬大熱的「十優狀元」
Louisa與Ada不約而同穿露肩喱士裙示人，今年入圍佳麗學歷不俗，計
有郭嘉文（Karmen）於城大就讀工商管理、眼科醫生朱嘉莉、新聞系
碩士學生羅丹虹（Ann）及在美國畢業、現正從事幹細胞研究工作的劉
聖雪（Dana）等。
兩位大熱人選Louisa與Ada曾是中學同學，Ada坦言事前不知對方來
選美，二人也沒相約一起參選。Louisa就表示與Ada是朋友，有指她未
能在網上論壇登記戶口與網友交流，昨日 Louisa 直
認稱開不到賬戶。至於有傳她獲吳若希的富貴密
友「十哥」在後台支持，Louisa 就坦言不認識
對方。

羅嘉宜否認整容

被傳整容的羅嘉宜（Tianna）令人意外地
入圍，她解釋鼻子筆直是因為化妝打了
鼻影所致。昨日大部分佳麗打扮端莊
到來，反而鄭敬思（Britney）打扮隨意
穿牛仔褲，笑問她是否收工後趕來聚
會，她只笑而不答。
大會統籌經理余詠珊表示 7 月 2 日
候選佳麗正式見傳媒前，16 位
佳麗要進行瘋狂式訓練，其
間會視佳麗表現作淘汰，
她說：「可以全部入圍，
或者 10 位、8 位不等。
（不擔心佳麗抵受不到
壓力退選？）雖然訓
練是瘋狂，但我們不
是虐待，會着重佳
麗，要減肥的去
減、護膚的要
護膚，希望做
到每位都有機
會贏，不會有
陪跑分子。」外
景集訓方面，最
後入圍佳麗會於 7
月7日至13日到日本
東京受訓，屆時也
看情況才決定會否
再作淘汰。
■龐卓欣穿上紅色
■麥明詩稱不認識吳若希
露肩喱士裙示人。
露肩喱士裙示人
。
的富貴密友「
的富貴密友
「十哥
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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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友在香港演藝學
院獲頒發榮譽院士。
院獲頒發榮譽院士
。

鄭俊弘對港姐佳麗
無興趣

■鄭俊弘有份唱今屆港
姐主題曲。
姐主題曲
。 梁靜儀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鍾鎮濤(B 哥
哥) 、鄭俊弘(Fred ) 及組合 C AllStar 昨晚為《勁
歌金曲》錄影，擔任主持的阿 Fred 對於有份唱今
屆港姐主題曲，他表示會與許廷鏗(Alfred ) 及胡
鴻鈞合唱，詳情仍未知道，只知道稍後會與一班
佳麗去日本。屆時會在當地錄音三日，而歌曲會
由韓國天團少女時代的監製負責，是一個很好的
經驗。問到到時會否與 Alfred 同房？ 阿 Fred 笑言
不介意。對於 Alfred 近日被指與關心妍有易服僻
的男助手於大圍同居，阿 Fred 表示不知道，相信
他們是朋友才會一齊出入。
至於可有留意今屆候選港姐？他坦言無留意，
因之前兩個星期都不在港。說到以往有不少男藝
人也是在港姐中揀老婆，不過阿 Fred 就斬釘截鐵
指對港姐無興趣，表示現時專注工作。有傳阿
Fred 自加盟星夢娛樂後，因得寵而令到 Alfred 受
冷落致欲離巢？阿 Fred 指 Alfred 一直都是一哥，
是大師兄，而胡鴻鈞是二師兄，自己是三師兄。
B 哥哥與合唱的 C AllStar 齊以白色衫亮相，問
到 B 哥哥可會考慮再出碟？他帶笑表示現時出碟
無人買，而他一向都有錄歌，之前結婚就錄了幾
首歌，但沒有變成商品，因不想有壓力，之前與
女兒鍾懿合唱，也是想記錄女兒的聲音。問到鍾
懿是否想入行？B 哥哥卻指女兒搞搞震，目前應
以學業為重，而且今年八月才十二歲，入行太早
了。問到將來可會反對女兒入行？他說：「她的
志願成日變，以前想做太空人，現在轉兩個圈都
暈，現在佢想做歌星同演員，但佢只係睇到好的
一面，睇唔到人哋辛苦，至於將來就等佢自己
揀。」

龐景峰澄清父母爭執屬誤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顏子
菲、龐景峰、羅霖及谷祖琳等人前晚出
席名錶活動，曾接受抽脂隆胸手術的顏
子菲，前晚谷胸上陣。現時擁有33C上
圍的她，直言感到胸部負擔增加，但她
打算再做手術升 cup，想變成 33D。她
又透露本周五會返加拿大探望家人，會
給媽媽鑒賞她隆胸的成果，並會補送手
錶給爸爸作父親節禮物。
郭秀雲與錢小豪的兒子龐景峰，早
前與在韓國及洛杉磯的經理人公司簽

約，前晚亦有出席活動，染了一頭金
髮的他，透露已接受唱歌及跳舞等訓
練近一年，體重亦減了 12 公斤。對於
成為藝人，他指父母都很支持他，更
沒有因韓國爆發「新沙士」而阻止他
到韓國，而他亦正準備由洛杉磯搬往
韓國住。他又表示新歌將會推出韓文
及國語版本，是次亦有韓國工作人員
來港拍攝MV。
早前其母郭秀雲因不滿他的生父錢
小豪以兒子炒作新聞而發生爭執，他

澄清只是誤會，又強調父母同樣愛錫
他，不過他未有時間做和事佬。他不
諱言定期與爸爸見面，爸爸並寄語他
只要付出努力便可以比有天分的人做
得好，因此他雖自覺沒天分，但相信
努力便會有成果。
羅霖表示喜歡收藏腕錶多於珠寶，
買過最貴的手錶價值 7 位數，最鍾意
買限量版手錶，試過在瑞士旅行買了
一隻全球限量十隻的手錶，結果升值
了十倍有多。

■龐景峰將由洛杉磯搬往韓國
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