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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張繼聰（Louis）、
林夏薇、楊明及劉江等人，前晚相約吃晚飯收睇新
劇《收規華》首播，Louis表示要請大家食飯，因大
家共過患難：「一定要請大家食飯，今次拍完好難
忘，因為又要在冬天玩火、落水及槍戰，大家共過
患難，好團結好好朋友，我同楊怡、薇薇、楊明有
個群組傳短訊，大家都緊張同期待。」
自稱情感及肉體上都搏到盡的Louis，透露有一場
戲要用頭爆酒埕：「第一take武指嫌不夠逼真，所
以第二take我叫他們大力些，不用錫住我，結果爆
頭時自己的頸項都『噗』一聲！還有要在攝氏六、
七度下拍淋雨戲，凍到屁股抽筋！」他又自爆劇中
會偷窺楊怡出浴，但只看到她的膊頭。
Louis日前首度擔任港姐司儀，他自言膽生毛，其

實當晚很緊張，因要記很多流程及資料。他謂當晚
老婆謝安琪因要做騷未能即時收看，但收工返屋企
都有陪他一起翻看節目，問到老婆對他的表現有何
評語？他笑道：「她說OK！」

楊明否認媾女醉駕
楊明日前被拍得與一名低胸索女夜蒲，更被指疑

似酒後駕駛及違反禁煙條例，前晚他就逐一澄清，
他解釋被拍到的女仔是認識多年的中學師妹，大家
只是傾偈喝東西。說到女方穿着性感及似對你有
意？楊明說：「佢比我細好多，無諗呢啲，我無權
管佢着咩衫，反而覺得影響咗佢，對佢唔公平。」
他又謂已在物色女友當中，可惜還未找到，還是工
作為先，相信到四十、五十歲應該會找到。至於報
道又指他酒後駕駛，他澄清當晚只喝了兩杯梳打
水，因知道自己要駕車，朋友就有飲酒。至於被指
違反禁煙條例？他謂是遵從店員指示，該處是可以
吸煙的。
已為人妻的林夏薇被問到老公可會捧場睇首播？

她笑說：「老公當然要支持，家人都會。（老公可
有讚你演技？）佢又唔會好直接讚，含蓄啲。」薇
薇透露稍後會到新加坡等地為劇集宣傳，但老公不
會同行，大家工作好獨立及各有各忙。問到她豈不
是沒有時間造人？薇薇笑說：「呢樣急唔嚟，隨緣
啦，忙完工作先。」

香港文匯報訊 楊千嬅「Let's Begin演唱會2015
（廣州站）」上周末假廣州體育館圓滿結束，全場
爆滿。這場演唱會原定於今年6月13日舉行，但開
騷前千嬅突然病倒才無奈延期。
當晚，千嬅到廣州舉行巡唱第一站演出，老公丁

子高、爸爸和弟弟專程現身捧場。演唱會由老友陳
奕迅預先錄音的開場白揭開序幕，甫開場響起《可
惜我是水瓶座》音樂，千嬅還未出場，歌迷就開始
大合唱，到千嬅出場唱《勇》、《狼來了》和《小
城大事》等金曲時反應更加熱烈。
千嬅亦為了演唱會要延期向觀眾致歉，並感激歌

迷體諒，因他們幾乎零退票以示支持。她又坦言是
《野孩子》歌詞中的主角，說：「我呢啲水瓶座嘅
人好硬頸，心裡好大樽鹽（尊嚴），尤其是我做
artist就仲大支。人生走到雙十年華，唔係雙20，用
過去經歷去教仔女，真正成功嘅人，教人唔係自己
有幾叻，同埋贏過乜，而係用失敗嘅經驗，所以我
好感謝自己嘅過去！好多謝屋企人，爸爸、弟弟和
老公，佢哋造就咗我呢個人生。點解媽咪今日唔
嚟？其實佢好偉大，佢要幫我睇住囝囝Torres！」
千嬅越講越感動，強忍淚水，續說：「又講到好感
動，希望快啲繼續去開騷，帶埋囝囝同媽咪嚟！」
「安哥」時段，特別嘉賓梁漢文（Edmond）出
場獨唱《七友》，全場哄動，然後他與千嬅合唱嗌
交歌《滾》，兩人唱到非常入戲，事後兩人異口同
聲道：「嘩！原來唱呢首歌咁傷氣，唱到虛脫頭暈
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趙頌
茹（阿Yu）昨日以模特兒身份為手錶
活動行騷，她表示昨日早上帶了兩個
女兒上學後才出來工作。阿Yu表示女
兒在一星期前已開學，現每日早上都
親手為女兒熨校服及準備小毛巾，而
其大女已升讀K3，細女讀K1。由於兩
個女兒現只有她去照顧，也需要時間
去適應，還好她倆是入讀住所附近的
同一間學校，故比較方便，間中公公
和婆婆也會幫忙照顧。
不過兩個女兒剛開學，阿Yu坦言也
很緊張，因此睡得不好又發惡夢，幸
好女兒上學沒特別「扭計」，細女之
前見姐姐上學表現得好羨慕，試過送
細女回學校，她都沒理會自己，現在
就好聽老師的話，不過這樣也好，因
為在家女兒們都欺負她。現兩個女兒
均開學，阿Yu指開支大仍不算太大，
畢竟她本身好節儉，省下來的可當做
女兒的學費，所以省自己都不省女兒
的。她透露兩個女兒每月開支共兩萬
元，因而要努力賺錢，盡量滿足到她
倆的需要，不過亦着實不簡單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周柏
豪昨日以代言人身份到金鐘出席保險
公司活動，活動上柏豪進行跑步測
試。事後柏豪受訪時表示，平日都有
做運動，又稱近年都開始注重養生。
談到養生，他說：「除了飲食清淡，
還要戒掉夜瞓習慣，注重健康。」當
問到女友可有一同養生時，他就表示
所有人都一齊養生，閒時又會與父母
齊齊去健身。
憑着健康形象，柏豪近年接拍不少
廣告，甚至連女性衛生用品廣告都
有，可謂賺到笑，他指家人看到他的
廣告就最開心，他說：「終於對父母
有交代，相信過了身的婆婆都會看
到。」與女友感情穩定的柏豪，被問
到父母現在是否最想見到他成家立
室？他帶笑說：「盡量啦。」

孖太太翻看港姐騷

張繼聰獲讚表現OK

感性面對廣州歌迷

千嬅眼濕濕謝家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電影《三城記》前晚舉行慈善首映，導

演張婉婷、監製羅啟銳以及男主角劉青雲、女主角湯唯及金燕玲均有出

席，李治廷、任達華跟太太琦琦亦齊來捧場。張婉婷爆料指湯唯在拍戲

時因青雲太酷不敢跟他說話，直至湯唯拍畢一場用擔挑揹起兩個女，可

能過度用力以致爆肺，事後青雲才注意她多一點。

張婉婷大爆青雲自從向太太
講過「太空人」宣言後，

成為女性心目中的男神，劇組
7 歲到 70 歲見到他均暈其大
浪，劇組選十大型男他每日都
高踞首位，像湯唯戲中7歲的
女兒被青雲抱着便不肯放開
手，此時湯唯與金燕玲都爭着
認是青雲的粉絲。而羅啟銳更
指青雲二字普通話讀音似「輕
吻」，所有女士都想給他輕
吻，但最後只有湯唯獲得青雲
三度輕吻。

湯唯爆肺休息三日復工
青雲接受訪問時表現尷尬，

笑指以上的稱讚均是事後很遲
才知道，但湯唯仍整蠱青雲笑
說：「有你所有人都有動力，
不過你一直不跟我交談。」張
婉婷又笑指湯唯亦曾上google
搜尋青雲的資料了解他，但拍
戲時他太酷而不敢跟他說話。
青雲一臉尷尬笑說：「原來你
已經起了我底，幸好現在才知
道。」張婉婷更爆出直到湯唯
在安徽拍一場用擔挑揹起兩個

女，可能過度用力以致爆肺，
事後青雲才理她多一點。
湯唯表示拍戲拍到爆肺，本

來拍完戲要坐飛機到美國，結
果飛不成要去醫院，做了項微
創手術將肺的氣泡補回，休息
了三日即復工，不想阻礙進
度。問老公有否知道？她笑
說：「他本身預了來探我班，
但我爆了肺驚照顧不到他，劇
組又不多人懂英語，所以就叫
他不好來。」老公是否好心
痛？湯唯苦笑說：「其實我拍
每部戲都有受傷，背部和腳也
傷過不少次。」

李治廷揚言學識say no
問青雲是否見湯唯爆過肺才

理睬她？青雲一臉無奈笑說：
「其實一直有傾偈，只是我說
話不多，現場又很多東西要
記，對白又是普通話，直到有
一日練琴時，見她中途走了，
後來才知她爆肺，當時好驚在
想是否跟我一起拍戲拍到這
樣，會否要停下來，我又可不
可以回港。」

另李治廷之前在內地參與
真人騷《報告教練》比賽混
亂中被人拉抵了褲頭不慎
「露毛」，成為女網民熱烈
談論，他苦笑說其實當日所
着的貼身褲已是與「內膽」
打底褲縫在一起，沒想到玩
得這般猖狂，險些「小治
廷」不保。但他強調正常看
節目的人不會留意這些，且
都是一起在玩遊戲，故沒氣
憤，他笑說：「不過要學識
say no ，其實我已經講了，
一樣被人拉低條褲！」
另他又被拍到在內地出席活

動時遭一班「大媽」圍着不能
離開，李治廷笑說：「我無
驚，我一個打十個，其實內地
粉絲是熱情沒惡意的，他們是
來支持我嘛！」但當中有沒有
人手多多亂摸？他帶笑說：
「沒有呀，好斯文，只有我的
隊友才亂摸！」記者笑他太吸
引了，他笑說：「是我吸引還
是我的……」再問他有否考慮
出寫真集？他答謂：「目前不
會考慮，多謝大家支持！」

劉青雲當選劇劉青雲當選劇組組「「男神男神」」

湯唯湯唯戲稱爆肺戲稱爆肺

方方能能「「吸晴吸晴」」
劉青雲當選劇組「男神」

湯唯戲稱爆肺

方能「吸睛」

■ 湯 唯 在
拍 戲 時 一
度 因 青 雲
太 酷 而 不
敢 跟 他 說
話。

■千嬅與嘉賓梁漢文合唱《滾》。

■■左起左起：：張繼聰張繼聰、、林夏薇與楊明相林夏薇與楊明相
約吃晚飯收看約吃晚飯收看《《收規華收規華》》首播首播。。

■■金燕玲稱是青雲粉絲金燕玲稱是青雲粉絲。。 ■■李治廷李治廷、、任達華跟太太琦琦亦齊來捧場任達華跟太太琦琦亦齊來捧場。。

■潘迪華(右二)與導演及兩位主角合照。

趙頌茹節儉省錢交兩女學費

周柏豪重養生戒夜瞓

■趙頌茹現每早都親手為女兒熨校
服。

■■周柏豪進行跑步測驗時狂流汗周柏豪進行跑步測驗時狂流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莫文蔚
（Karen） 、 周 汶 錡 （Kathy） 與 老 公
Julien、謝婷婷及琦琦等昨晚到灣仔出席某
公司開幕活動。
周麗淇（Niki）與男友徐正曦近日盛傳分

手，兩年情玩完，事緣因日前Niki三十六歲
生日，她在微博以「祝一切安好，保重！」
回應徐正曦的生日祝福，問到Niki的胞姐
Kathy可知 Niki分手一事，她一臉愕然回
應：「吓，唔知道，咁突然？無留意，Niki
喺北京拍劇，我未收到消息。」她認為不能
單憑一句話就揣測他們分手，應先問當事
人，若真是分手再回答，答錯就不好，讓她
先了解一下。她估計可能是他們經常不在
港，妹妹才叫對方保重。問到她對男方印象
如何？她問非所答：「佢拍劇成日飛來飛
去，可能嗰幾句說話有另一個意思，私人事
等佢哋去答。」她又謂對上一次見男方是在
數月前，至於妹妹兩星期前飛去北京拍劇前
已跟她吃飯慶祝生日。

莫文蔚被母勸別生B
久未露面的Karen表

示兩星期後將會到台灣
開騷，故近日都留港排
舞，完成台灣演出後，
會再到內地巡唱，直到
唱到明年一月，老公
Johannes不會全程跟她
跑，只會揀幾場來看。
Karen表示留港期間多
了時間陪媽咪，最開心
是多了住家飯吃，生活
又有規律。問到媽咪可
有催她生BB？Karen笑
道：「媽咪叫我唔好
生，怕煩到佢！」她謂
媽咪稍後亦會去台灣欣
賞她的演出，並會在當
地替媽咪慶祝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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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婷婷穿
上高叉裙晒
美腿。■周汶錡與老公Julien現身。

■莫文蔚兩星期後
將會到台灣開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