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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翠如（中）三度上台
介紹有份參與的節目。

■逾半百藝人
介紹夏日推出
的新節目。
的新節目
。

無綫政策不特別挽留藝人

黃翠如 孭三節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無綫昨日出動逾半百藝人出席「 TVB
Amazing Summer」記者會，介紹夏日推出的新節目，除了有高層樂
易玲、區偉林現身外，到場藝人包括有黃翠如、張繼聰、 陳豪、田蕊
妮、胡定欣、葉翠翠、吳若希、曾江、胡楓等，好不熱鬧。當中最
「旺場」要算是黃翠如，三度上台介紹有份參與的節目，而「老戲
骨」曾江更在台上大放「有味」笑彈，果真是薑越老越辣。

各

藝人輪流上台介紹新節目，曾江、胡楓及 Joe
Junior 宣傳合力主持的新節目《四個小生去旅
行》時，曾江大爆在節目中每句對白都有粗口，繼而
指修哥和 Joe Junior 去俄羅斯時看「木瓜」（大胸女
人），逗得全場捧腹大笑。
翠如就頻頻上台，分別介紹她有份演出的新一輯
《愛·回家》、《超強選擇 1 分》和《我係小廚神
2》。對於備受重用，她謙稱：「不是，不止我一個
有三個節目，只是其他主持未能到來，自己最緊張的
是《愛·回家》，有一定壓力。」有指她忙得分身不
暇，暑假豈非未能與男友蕭正楠出外旅行？翠如表示
大家都很忙，沒時間，而她忙着拍攝新一輯《愛·回
家》，已開工約一個月，拍攝上很流暢。
對於近日傳出四角戀的洪永城昨日缺席有關活動，

最受寵

身為其老友的翠如表示對方已回港，大家通過電話，
但沒過問對方的感情事，況且他都大個仔，最重要是
開心，從電話筒裡聽到對方的聲音是開心的。

陳豪鼓勵田蕊妮生B
張繼聰和翠如在《愛·回家》是扮演一對情侶，阿
聰表示大家不會有太多親熱戲，但有不少鬥氣場面。
提到收視時，阿聰笑謂：「即刻覺得胃痛，但對劇集
有信心，也會做好本份，不會失禮該劇的一班前
輩。」
陳豪和田蕊妮合演的新劇《鬼同你 OT》將會安排
一星期七日播出，陳豪希望觀眾接受該劇，但收視並
非他所能計算之內，最希望觀眾能感受到當中情懷。
已是兩子之父的他坦言現在很少看電視，通常回家後

便對住兩個囝囝。說到日前是陳豪和太太陳茵媺結婚
兩周年，身旁的阿田聞言後忍不住說：「你這兩年收
穫都好豐富。」陳豪提議阿田也加入媽咪行列，阿田
則搞笑說：「我唔想爆我老公其實是不行的。」陳豪
謂：「有送禮物給太太，也做了好特別的事，(不是要
準備生多個嗎？)有好消息一定告訴大家。」另外，原
來今年是阿田和老公杜汶澤結婚十周年，阿田表示本
來都想慶祝，但想到有些夫婦結婚 40 周年，相對之
下，他們才是新婚哩！

區偉林指Bobby已續約
近日盛傳無綫很多藝人離巢，無綫高層區偉林主動
作出澄清，他透露歐陽震華(Bobby)已續約，很快便會
開工。說到很多藝人離巢，他稱不是外間所講般惡

對卓林向來少讚多彈
吳綺莉自認教女老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吳綺莉為DBC
數碼電台主持的節目前晚邀得邵仲衡擔任嘉
賓，有關吳綺莉早前涉嫌「虐兒」及藏毒一
案，她承認上周已收到警方通知正式銷案，但
她覺得不能說是放下心頭大石，因沒太多時間
去考慮此事，都是交由律師和警方處理，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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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容祖兒（Joey）及李克勤日前齊
齊作客 TVB 娛樂新聞台節目《StarTalk》接受專
訪，大談二人合作開騷及成為好友趣事。
現年 35 歲的 Joey 大爆早在 12、13 歲時跟克勤有
一面之緣，她說：「當時我在清水灣電視城，抱住
戰戰兢兢的心情去問克勤合照，發現佢真人同喺電
視係無分別，完全唔高傲，所以印象分大增，到現

﹂

■ 克勤
克勤(( 右) 讚祖兒
(中)為人爽直
為人爽直。
。

邵仲衡不抗拒演同性戀
雖然無綫已播畢劇集《大時代》，邵仲
衡的「大佬孝」角色餘威未了，依然工作
不斷，問到太太接受他幕前工作量大增嗎？
他表示：「強硬來的，她一定會不習慣，要
互相尊重，特別是我同女演員有觸碰，要跟
她做思想工作，或者給她多看會快些習慣，
（親熱程度的限度？）其實沒問題，以前什
麼都做過，就算是同性戀三級片也不是問題，
最重要是劇本好，做演員裸露是演出的一部
分，不應有任何芥蒂。」

在熟咗，佢工
作同私下也會
顧埋我感受，
好窩心！」克
勤 表 示 Joey 是
一個爽直的女
仔，他說：
「好記得十多
年前一個音樂
頒獎禮上，Joey
無啦啦問我佢
■容祖兒及李克勤早於 23 年前已
個妝得唔得，
合過照。
女仔化妝咁
私人的問題我點識，而且我哋當時又唔熟，喺
我眼中女仔係冇咁直接，有些扭擰，但 Joey
就比較少。」Joey 笑說：「其實我想問我牙
縫有冇條菜喺度，而佢太太盧淑儀又咁靚，
佢一定有研究，一定知道咩叫靚。」
克勤又大讚 Joey 入得廚房，他說：「生
命中我只係畀過兩個人入我屋企煮飯，一個
係黃淑儀（Gigi姐），另一個就容祖兒，佢同
Gigi姐個Level係一樣，連汪明荃食過都大讚好
食，不過唔知點解上次佢搞咗幾個鐘先煮到啲
嘢出來。」
提到下一個十年，克勤表示以往會有好多計
劃，但未必能夠完成，所以現在的計劃也不是太
長遠，他說：「現在我哋比較多廣東歌，希望之
後可以同 Joey 用國語歌走巡迴，好似同校長咁繼
續做落去。」而 Joey 則希望同克勤一家大細去旅
行，被問到自己是否都想一家大細先？Joey 以笑
避談話題，表示克勤會照顧自己，她說：「我好
鍾意佢啲囝囝！」克勤笑說：「我都好鍾意妳啲
仔（暗示Joey男友劉浩龍）！」全場爆笑！

陳蕊蕊靠打底褲化險為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陳蕊蕊昨日為
眼鏡店擔任模特兒示範新款眼鏡，穿上短裙的
蕊蕊，由於店舖地板反光令她裙底盡現，幸而
她早有打底習慣，未有出醜人前。事後陳蕊蕊
表示一向有打底習慣，昨日她在短裙內已穿上
打底褲，她說：「以前做 dancer 經常穿得
少布，所以會好緊張打底，屋企有數
十條打底褲，有不同顏色和花紋，上
身反而容易處理，多貼膠紙就
好。」自言個性粗魯的蕊蕊，笑言
被投訴她常「腿張開」，雖然男友
■陳蕊蕊
金剛早知她是粗魯的人，但也曾為走
光相大興問罪之師。
此外，蕊蕊透露 8 月會拍攝以跳舞為主題的熱
血勵志電影，現在已開始鍛煉身體，問她有否
找金剛陪她跑步，蕊蕊就笑道：「他跑一次後
就沒有再跑，可能我體能太好，跑兩步又要返
轉頭接他，之前我每日跑 6 公里，所以他一下子
■店舖地板反光令陳蕊 應付不來，而且他又忙沒時間做運動，喜歡玩
蕊裙底盡現。
的棒球又很少地方可以玩到。」

鍾舒漫新碟
大玩復古 Look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鍾舒漫
香港文匯報
（Sherman）昨日到電台宣傳新碟，她表示今
訊 陳浩民早前
次會走復古路線，大玩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
與太太蔣麗
造型，更會嘗試誇張髮型配合色彩繽紛造型，
莎、大女陳雅
而眾多造型中她最喜歡的竟是騷長腿兼露腰造
薷、仔仔陳璟
型，因過往她都甚少作這種打扮風格，而今次
逸及細女陳若嫣
新碟又用了她多個造型做成「Yes卡」。
一同拍攝甜蜜結
新 碟 中 ， Sherman 會 有 四 首 自 己 寫 的 作
婚紀念家庭照 。
品，主打歌是《改潮玩代》，她謂每次都很
浩民與太太以禮
畀心機去做，但覺得今次比以前有進步，
服婚紗登場，三位小朋友
Sherman 的妹妹（鍾舒祺）今次
亦換上多套服裝。經過了
亦有份參與製作，她表示妹
一整天的拍攝 ，只有半歲
妹之後都會留港，但因為妹
的小若嫣仍充滿精神，表
妹不是在港出世，以及在台
情精靈鬼馬！對於擁有幸福
灣入行，所以不是太習慣
美滿的家庭，陳浩民信誓旦
香港娛樂圈。
旦的表示，今後要更努力工
作讓全家人過最好的生活！
■鍾舒漫

顏子菲法國睇景
籌備寫真集

顏
■子菲

﹁

還想學開槍，我覺得槍太危險，她的解
釋是萬一去美國時，別人給她槍，她不
懂用點算，我覺得是藉口，無端端去咩
美國開咩槍，九唔搭八，當然我沒在她
面前反對。」說到卓林會否看到這些報
道，吳綺莉笑言：「她不會嬲我，我說
她想學習很上進。」

影家庭照
陳浩民一家五口

祖兒 年前曾找克勤 集郵

■吳綺莉(右)邀得邵仲衡(中)擔任嘉賓。

大部分時間放在小朋友身上多過擔心此事。吳
綺莉自言跟女兒卓林關係好多了，好轉都有五
成，大家多了溝通，她有將自己的心態表達出
來，吳綺莉謂：「上次報警可能是因她『谷谷
埋埋』，我對她太嚴，她指我不理她感受，我
比較老土，會用舊式方法教女，通常都不會讚
自己仔女，只會說她們不好一面，點知女兒很
認真，以為我真的說她不好，形成她有所埋
怨，好似我說她肥，原來她很介意，所以現在
一定要從她的立場、感受去想。這次對我來說
是好大教訓，也是個艱難的課題。」
問到暑期會否帶同女兒出外旅行？她表示：
「都有想過，但想不到目的地。個女話和我兩
個人去旅行怕悶，又話全程給我鬧咪好大鑊，
所以不肯去，不過我會安排多些活動給她，因
她說要發洩，所以近日學打鼓，又說要學那種
每人拿枝棍打來打去（菲律賓魔杖），我也不
知是什麼，學的東西很奇怪，我怕有危險，會
扑到頭(用來自衛？）現在出街會給人打嗎？她

■ 陳豪和田蕊妮宣
劣，而且藝員
傳合演的新劇《
傳合演的新劇
《鬼
是無綫其中一
同你OT
同你
OT》。
》。
部分員工，有
去留也很正常，就算離開了也不代表永遠不回來，他
指無綫方面不會特別挽留，最重要是機制公平，工時
及報酬合理。
談到有傳吳卓羲和胡杏兒不再續約，區偉林透露日
前才跟二人傾過，他表示：「有些藝人不是以錢作為
大前提，他們會有其他想法，（吳卓羲續約成數大
嗎？）很難說，對方正在考慮中，我抱樂觀態度，要
是不簽經理人，也可能簽部頭。胡杏兒稍後都會回來
傾約，她有很多因素考慮，因有人生大計想突破，
（是否結婚？）這要問她本人，我們估計都會是其中
因素之一。」

■陳浩民一家樂也融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凡文) 即將放假返加
拿大探親的顏子菲，放假前把握機會繼續吸
金，昨日為「法國科技品牌 LPG 科技美容探
索之旅發布會」擔任司儀，更獲邀於 9 月遠
赴品牌位於法國的總部參觀，令未曾去過歐
洲的她受寵若驚。子菲成功將上圍升至 C
Cup，她透露打算於明年推出寫真集晒本
錢，今次法國之旅可趁機睇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