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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思穎）陳慧琳
（Kelly）以餅店代言
人身份出席廣告頒獎
禮，她已連任該廣告
九至十年，由未結婚
至結婚生了小朋友，
Kelly 覺得客戶對她
可算長情。
Kelly 透露客戶沒

有提出一家四口拍廣
告，反而是其他廣告
商提議過，但不獲老
公批准，因他不喜歡
小朋友上鏡，不想高
調，夫妻檔上陣更加
無可能，因老公都很
低調，不愛上鏡。
Kelly 一家不時被傳
媒影到，其夫會否介
意？Kelly 謂：「我
們會看是在哪個位置
影到，大家會討論角
度問題，他沒有投
訴，也不會避，只要
想去哪處便會去。」
至於老公有否投訴

小朋友開學時經常被
影 ？ Kelly 表 示 ：
「沒有，大家都明白
只要傳媒影夠便不再
影，純粹是新鮮感，
當然最好是不要影，
通常這些報道都是同
事和粉絲給我看，我
便給老公看，囝囝都
有看過，小朋友沒有
特別反應，不過大仔
（劉昇）會問點解大
家叫他蝦餃仔，平日
在屋企不是這樣叫他，再大一些便不要這樣叫了，大個好
man，仲叫蝦餃仔咩，細仔（劉琛）知道自己叫小籠包，
他還細覺得沒問題，好cute。」
Kelly早前錄影由雷頌德太太梁家玉（Jade）主持的飲食

節目《閨密教煮》，將於本周日播出，不過該節目被批評
以訪問居多，教煮食內容很少，Kelly謂：「這些是導演和
監製決定，我拍時知道是以煮食為主，而Jade也在這方面
花了不少心機，自己便沒所謂，但不知Jade的想法。我上
完節目後都偷到師整cupcake，屋企有齊材料，可以即刻同
囝囝一齊整，不過囝囝最喜歡吃cupcake上的裝飾，最肥的
東西。老公都知我懂廚藝，在我讀書時經常下廚給他品
嚐，但他現在有投訴我無整，等我忙完演唱會後先有時間
下廚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為提高大家對兒童癌
症的認識及關注，香港電台第一台及兒童癌症病基金
聯合製作了四集由真實個案改編而成的廣播劇《伴我
成長》，有份聲演的惠英紅、鄭子誠、胡琳及陳柏宇
昨日聯同患者及家屬到港台出席記者會。
劇中惠英紅飾演要悉心照顧患上血癌兒子的媽媽，
昨日見她一臉憔悴兼消瘦不少，她表示近日很忙：
「因九十歲的媽媽兩星期前因腿骨折入院，但年紀大
醫生唔建議做手術，而住院期間又感染肺炎，前兩日
妹妹突然喊住打畀我，話媽媽情況唔樂觀，醫生叫我
哋即刻去醫院，叫我哋要有心理準備，幸好去到醫院
後媽媽血壓又慢慢升返，不過都有心理準備。」
小紅姐又透露下月初便要到馬來西亞拍電影兩個
月，幸好有家人幫手照顧媽媽，她謂之前在醫院扶媽
媽起身時，不慎觸及腰椎舊患，已睇了醫生，現時仍
要戴腰封，希望不會影響之後的拍攝。做了打女多年
的她又預告這是其最後一部打戲：「拍完呢部就唔再
拍動作戲，年紀大喇。」
另外，胡琳透露在劇中飾演溫柔的社工，問到她平
時對男友是否也同樣溫柔？她笑謂對前世情人最溫
柔：「之前爸爸病了，我好有耐性去照顧他，所有溫
柔都畀晒呢個前世情人。」胡琳表示將於十二月假演
藝學院舉行個唱，十一月初便會飛去紐約進行訓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谷祖琳（小谷）一
身透視裝為投資的第四間甜品店舉行開張儀式，更
獲 一 眾 好 姐 妹 黃 伊 汶 （Emme） 、 鄭 希 怡
（Yumiko）、何嘉莉現身撐場，身為叔叔的谷德昭
亦有到來支持，小谷透露：「新店除了甜品，還會
有其他食品，下月便會進軍內地市場，在成都開
店，會朝着上市這個目標，但會很難，可能要等十
年八年，相當漫長。」
問到她現時有過億身家嗎？小谷即說：「當然沒

有，香港做生意不容易，租貴人工高，不過我會盡
力去做，希望將來給女兒有更好生活。」她又指跟
幾個姐妹同是媽咪級，又有自己生意，笑言希望這
個「生意媽女團」組合，將來有機會一齊合作。小
谷因要忙着新店事宜，湊女責任便交給老公，她很
感激老公提供做生意意見，又幫忙湊女，待忙多兩

個月後，便會多陪他們，重返湊女責任。
懷孕四個月的Emme依然着上高跟鞋，她表示現

代女性有了家庭，也可擁有自己事業，在旁的
Yumiko笑指對方仍未正式做媽咪才這樣說，生了便
會掛住孩子。問到Emme知否BB性別？她表示：
「正等待報告，希望是仔，其實我們都鍾意仔。」剛
生了女的Yumko立即說：「點先？」Emme笑叫她
下次再努力，又笑指Yumko的女兒「梁浸浸」如此
可愛，所以生女都可以。Yumiko笑說：「絕交。」
問到Yumiko想追個仔嗎？她覺得「隨緣」便好。

香港文匯報訊今年亞洲電影大獎學院與東京國際
電影節合作，邀請著名導演吳宇森前往日本，跟當
地年輕的電影工作者及觀眾，分享創作點滴。
是次講座活動，網上登記人數，超出名額近4
倍，可謂一票難求。日本電影一直是吳宇森的靈感
泉源。深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黑澤明、小林正樹作
品薰陶，執導多年，經常與日本演員及幕後工作員
合作，與這個地方有密不可分的淵緣。席間，他亦
與學生分享在荷里活工作的經驗，美國電影製作的

認真和系統，甚至編劇與藝人接洽技巧，令他終生
受用，對其電影事業影響深遠。他更勉勵年輕人，
不要只是依賴新技術，嘗試破舊立新，在嘗試中學
習，反而更能激發創意。明年初，他將到日本多個
地點取景，拍攝改編自著名小說《追捕》的電影，
紀念好友高倉健。整個活動中，吳導與觀眾，妙問
妙答，打成一片。
另東京國際電影節為表揚吳宇森對電影的重大貢

獻，早前特別頒發「Samurai 賞」，以彰顯其地
位。能與日本國寶級導演山田洋次一同獲獎，吳宇
森受寵若驚：「跟一直尊敬的山田導演站在台上，
使我感到難以形容的榮幸和興奮。他的電影洋溢愛
與人性，充滿魅力，深深感動我。電影教會我生
活、美學，愛情及友誼，使我懂得怎樣去創作一部
好電影。未來，我會繼續努力，創作更多精彩的電
影。」

老公低調抗拒子上鏡

Kelly全家拍廣告機會微

吳宇森勉勵日年輕影人破舊立新

黃伊汶想今胎生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
第12屆《香港亞洲電影節2015》
前晚開幕，《哪一天我們會飛》及
《山河故人》同時被選為開幕電
影，兩部電影的導演及演員包括賈
樟柯、趙濤、張艾嘉、張譯、董子
健、楊千嬅、蘇麗珊及游學修等均
有出席，但張艾嘉事先透過公關表
示不做訪問，不過她在台上表示很
榮幸參與賈樟柯導演的電影，與90
後演員董子健合作也非常開心。
千嬅大讚在《哪》片中飾演其

「少女版」的蘇麗珊演得好又自
然，蘇麗珊自爆試鏡前有看過千嬅
的電影《每當變幻時》，學習她的
眼神。

日前郭富城（Aaron）舉行五十
歲生日派對，千嬅一家三口總動員
出席，千嬅指兒子Torres很喜歡
Aaron，因為他喜歡看跳舞，但通
常都是在電視上或馬場才見到
Aaron。問到Torres 可有跳舞天
分？千嬅指兒子也有跳舞天分，但
要讀完書才可去跳舞，因作為運動
也OK。提到她老公丁子高曾跳唱
快歌《寒冰掌》，笑問父子倆哪個
舞功較好？千嬅力撐老公說：「其
實我老公懂跳舞，但導演cut成那
樣，他也曾跳過給囝囝看。」雖然
兒子有跳舞天分，但千嬅卻介意讓
兒子當童星，她說：「我不是專
制，而是自己跟小朋友拍過戲，知

道好辛苦，所以不忍心，而且小朋
友應該有童年空間。如果眼界大
開，回到學校就會覺得很悶，會減
低學習興趣，到時我就企喺度！他
又知道電筒燈不及LED燈勁，人
家小朋友唱歌是站在地上拍手唱
歌，但他在家卻開始要站在枱上
唱，覺得唱歌要高一些。」

指Torres有跳舞天分千嬅不想囝囝做童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梁靜儀）天后鄭
秀文（Sammi）、鄭融、范姜、周汶錡、樂基
兒、文詠珊、吳雨霏及林德信等，昨晚到
銅鑼灣出席時裝連鎖店H&M全亞洲最
大旗艦店開幕派對。大會封了半條
百德新街讓嘉賓行紅地氈進
場，吸引不少途人圍觀，當
晚Sammi更低胸上陣為
派對獻唱勁歌《煞
科》普通話版及
《 信 者 得
愛》。

昨晚Sammi先後換上兩套服裝行紅地氈及獻唱，進場時先
穿上大會提供的包到上頸的黑色絲絨連身衫褲，之後才換

上另一套絕色閃片超Deep V短裙獻唱，大騷胸骨，獻唱時
Sammi幾乎給男舞蹈員撞到跌倒。
一向是潮流指標的Sammi，表示平貴的服飾都會買，這樣才
可穿出自己的風格，她笑說：「平嘢爛咗都唔會咁心痛，而且

平嘢質素都好好，不論平貴最重要係舒服。」
Sammi又稱從不會幫老公許志安買衫，因他有個
人風格及有造型師幫手，所以不敢幫他買在舞
台上穿的服飾。笑問她又可會幫安仔買貼身
衫，如T- back內褲？Sammi笑道：「佢嗰條
都未爛，唔使買住。」她又自爆有時會拿安仔
的西裝來穿，不介意兩公婆掉亂服裝穿，可是
她的服裝太細件，不合安仔穿。

否認當年吞蟲減肥
Sammi透露稍後會推出烹飪及減肥天
書，還有灌錄大碟，她否認是想做文人，
覺得出碟也很重要，因今年揀了幾首自己
很有信心的歌。至於減肥書她想寫了很多
年，因為很多女人都問她減肥書何時推
出，她就答對方：「你哋唔係最需要本
書，係需要毅力。」身形試過暴肥及暴
瘦的Sammi，形容這本減肥書可說是其
血淚史：「減肥書是自身經歷，應該有
說服力，好多方法都係我心路歷程，寫
嗰時都覺得好震撼，好似減肥過程又返
來，係我血淚史，諗起都滴眼淚。」當
年曾有傳聞Sammi吞蟲減肥？ Sammi
否認說：「無吞蟲，只係食風，其實
減肥係要配合適當飲食同運動。」至
於出烹飪書，Sammi自認是新手，不
是專家，而她最拿手的菜式是台式滷
肉及紅燒炆牛腩。至於會否找安仔為

新書寫序？Sammi笑指不會了：「安仔寫一定會讚，因為免得
無啖好食。」

范姜認溫拿有意解散
另外，有報道指今年成立四十二年的溫拿樂隊，有意在明年

初在紅館演唱會上宣佈解散，成員之一鍾鎮濤（阿B )太太范姜
承認成員有這個打算，指大家年長想去環遊世界及多抽時間陪
家人及仔女，但很多人阻止。有傳劉嘉玲做說客，范姜說：
「係啦，Rolling Stone都照唱，溫拿都算仲後生，講到解散時
又無人出聲，仲掙扎緊，（誰人提出？）阿B最細無咩話事
權，（阿倫提出？）阿倫無提出，係傾旅行嘅事至有咁嘅諗
法。」范姜覺得溫拿五年聚首一次好開心，又可以發放更多正
能量，也可以每年幾家人一起去旅行，像去年才去了美加一個
月，其間幾日用來開騷，其他日子大家朝夕相對很開心。問到
粉絲有何意見？范姜指粉絲每次在機場接機，都會問他們幾時
開騷，又叫他們不可以不做，他們都會聽粉絲意見的，至於她
也不想溫拿解散。另外，穿上黑色Deep V露背裙的鄭融，可
算是全場最性感的一個。

■■吳宇森在東京舉行的講座反應熱烈吳宇森在東京舉行的講座反應熱烈。。

■■惠英紅惠英紅((左三左三))、、鄭子誠鄭子誠((左一左一))、、胡琳胡琳((右三右三))及陳及陳
柏宇柏宇((右一右一))有份聲演廣播劇有份聲演廣播劇《《伴我成長伴我成長》。》。

■Kelly 透露
有廣告商欲
找他們一家
拍廣告。

■谷祖琳第
四間甜品店
開張，黃伊
汶 、 鄭 希
怡、何嘉莉
和谷德昭現
身。

■Janice Man■Janice Man
以型格打扮登以型格打扮登
場場。。

■賈樟柯、趙濤、張艾嘉、張
譯、董子健出席。 ■■一班出席嘉賓即場玩自拍一班出席嘉賓即場玩自拍。。

■Sammi先後
換上兩套服裝
行紅地氈。

■鄭融稱做足安全
措施防走光。

高齡母骨折感染肺炎

惠英紅稱有心理準備

■煙火於表演完結後綻
放，標誌銅鑼灣全新地
標隆重開幕。

■ Sammi■ Sammi
為派對獻為派對獻
唱勁歌唱勁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