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早前因醉
駕被判停牌一兼社會服務令120小時的盧頌
之（DaDa），昨日與王灝兒JW等到尖沙
嘴出席活動。判刑後首度出席公開活動的
DaDa明顯發福，她表示重新出發工作，又
自爆事發後，匿埋屋企一個月，情緒出現
問題。
問到經此事後會否戒酒？DaDa沒有正面

回答，只說：「唔會再酒後駕駛，呢個係
好大教訓，人生一個經歷，我係做錯咗，
錯就要認，打就企定，要承擔後果。」
之前有傳DaDa與男友趙勁皓（King）分

手，而當日DaDa上庭，男方亦未見現身，
問到分手傳聞？DaDa否認說：「男友當日
要做嘢，多謝佢呢段時間陪我渡過難關、
鼓勵我，男友都有嬲我唔夠成熟，但經過
呢件事感情都有增進，我哋一直冇分過

手，好幸運佢留喺我身邊。」
對於同車的DJ陳達仁批評她判刑太輕？

DaDa說：「事發後佢已block咗我，無特
登聯絡。我只可以講我承受咗，冇逃避，
我無話我無做錯，個官已判罰，畀機會反
省。」

JW指G.E.M.謙虛又友善
同場的JW即場獻唱《矛盾一生》，談及

其好友鄧紫棋（G.E.M.）近日與經理人及
監製在外地接受訪問時再次數落香港傳
媒，JW表示有跟G.E.M.傾過，並幫對方解
釋，她說：「唔係佢講嘅，佢都好大壓
力，每個藝人都唔想有負面新聞，唔係佢
控制之內，（可會勸G.E.M.收斂下？）佢
個人好謙虛好nice，可能出面啲人唔識佢，
佢對朋友very good。」

■JW(■JW(左左))與判刑後首度與判刑後首度
出席公開活動的出席公開活動的DaDaDaDa
((右右))出席活動出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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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
爾冬陞昨日攜羅志良、劉青雲、李小璐、
江一燕、鳳小岳齊聚廣州，為新片《消失
的兇手》宣傳。
談及在新片中和男神劉青雲合作，李小
璐先是客氣地表示：「和青雲哥這樣的大
咖男神合作，可以提高我的各方面演
技。」不過，李小璐也爆料起來，一到拍
戲現場就被導演提醒：「青雲不和女演員
聊天，沒事別找他。」已被工作人員打過
預防針的李小璐笑言，因為在戲中要追青
雲，所以在片場一直琢磨、猶豫要怎樣找
青雲大哥搭話，最後用星座的話題，找青
雲打開了話題。
聽聞自己的片場形象，青雲也自爆：

「爾冬陞也和我說過，別一個人在角落像

神經病一樣，多和演員們聊天。」此話一
出，李小璐和爾冬陞異口同聲表示：「但
是你在片場候場時都拿一本書在看，一看
就是兩三個小時，很安靜。」

李小璐曾被警告沒事別找青雲

香港文匯報訊台灣天團「五月天」成員
陸續完婚組織家庭，主唱阿信昨日被爆與
女助手「表妹」同居兩年，團長怪獸也傳
出好消息，宣佈將與女友路沚瀛（阿沚）
阿沚下月步入禮堂，成為五月天的第4位
人夫。
怪獸昨在臉書貼上兩隻戴有婚戒的左手

照，並留下愛的宣言：「在一起，總是有
聊不完的話題；在一起，有了更多想做的
事與想去的地方；在一起，感受到了照顧
與被照顧的美好。如果可以，我想抓住時
間，讓話能好好說完，把想做的事做好，
一起走遍這個世界，我想好好照顧一直照
顧着我的你，讓我照顧你，Yes, we do. 」
路沚瀛的親姊姊「狗狗」路渟瀛早於

2002年嫁給石頭，換言之路家3個女兒就
有2個嫁給五月天成員，怪獸與石頭從團
員變連襟，關係親上加親。據知，38歲的
怪獸與32歲的女友阿沚拍拖兩年多，雙方
家人決定在本月20日舉辦訂婚儀式，但僅
邀請至親。
至於阿信昨日也透過所屬的唱片公司回

應同居傳聞，他僅表示，「謝謝大家關
心」；唱片公司方面則表示，阿信個人生
活很低調，一向不會對這些問題回應，目
前阿信專心創作，公司方面也不會特別過
問。

■■怪獸與女友晒婚戒宣佈怪獸與女友晒婚戒宣佈
下月結婚下月結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怪獸成為五月天的第怪獸成為五月天的第
44位人夫位人夫。。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容祖兒早前拍攝容祖兒早前拍攝《《黃昏點唱機黃昏點唱機》》MVMV，，化身化身
型格女車手駕駛珍貴古董車型格女車手駕駛珍貴古董車，，並邀請於歌曲中擔演並邀請於歌曲中擔演featuringfeaturing
部份的林海峰客串演出部份的林海峰客串演出。。
MVMV內內，，祖兒寫意地坐上古董跑車隨意兜風祖兒寫意地坐上古董跑車隨意兜風，，每當扭開收每當扭開收

音機音機，，電台電台DJDJ林海峰便頃刻出現林海峰便頃刻出現。。原來祖兒小時候都曾玩過原來祖兒小時候都曾玩過
角色扮演試做角色扮演試做DJDJ ，，她說她說：「：「我習慣將零用錢拿去唱片租賃我習慣將零用錢拿去唱片租賃
店店，，選一些自己喜愛的廣東唱片選一些自己喜愛的廣東唱片，，每日放學趕緊回家每日放學趕緊回家，，趁媽趁媽
媽還未下班媽還未下班、、弟弟又未回來弟弟又未回來，，我就自製一個我就自製一個『『黃昏點播黃昏點播
室室』，』，完完全全只得我跟那些租回來的唱片轉過不停完完全全只得我跟那些租回來的唱片轉過不停............又唱又唱
又跳聽過痛快又跳聽過痛快！」！」

香港文匯報訊 《紫
釵記》全劇十場演出
的門票火速售罄，主
辦單位新娛國際負責
人丘亞葵與刨姐 （龍
劍笙）研究後，為了
答戲觀眾的支持，於
昨日宣佈由明年1月4
日至1月9日 假香港演
藝學院歌劇院加開 6
場 ，合共演出16場，
決不展期。
丘亞葵表示，觀眾的熱情比前兩次《龍情詩意半世紀》及《任

藝笙輝念濃情》更加熱熾，刨姐也聽到很多朋友為撲不到飛很緊
張很失望，令她甚為感動。刨姐雖考慮自己的體力問題，但因觀
眾的熱情深受感動，所以答應他加場。

《紫釵記》加演六場

■刨姐和丘亞葵多謝戲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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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是張愛玲逝世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是張愛玲逝世
2020周年周年。。由焦媛創立的由焦媛創立的「「焦媛實驗劇焦媛實驗劇
團團」」20092009 年製作的粵語版年製作的粵語版《《金鎖金鎖
記記》，》，最近第三度在內地巡迴演出最近第三度在內地巡迴演出，，
由由1010月份起先後在無錫和上海公演月份起先後在無錫和上海公演。。
早前又一連兩天在北京大學早前又一連兩天在北京大學「「百周年百周年
紀念講堂紀念講堂」」演出演出，，演出完全場觀眾起演出完全場觀眾起
立鼓掌立鼓掌，，焦媛和團隊向觀眾作了三次焦媛和團隊向觀眾作了三次
謝幕謝幕。。焦媛非常感恩焦媛非常感恩：「：「我要多謝許我要多謝許
鞍華導演鞍華導演，，六年前我想製作六年前我想製作《《金鎖金鎖
記記》，》，第一個念頭就要找許鞍華導第一個念頭就要找許鞍華導
演演，，當時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演曹七當時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演曹七
巧巧，，是許鞍華認為我可以是許鞍華認為我可以，，她令我看她令我看
到到，，原來我可以演到曹七巧這個角原來我可以演到曹七巧這個角
色色，，一個被封建制度壓抑至心理變態一個被封建制度壓抑至心理變態
的女性的女性。。感激王安憶感激王安憶，，感謝幫助她的感謝幫助她的
台前幕後工作人員台前幕後工作人員。」。」
她續說她續說：「：「每一個妝都經過研究每一個妝都經過研究，，

上半場演完後再化另一個老妝上半場演完後再化另一個老妝，，很辛很辛
苦苦，，但我愛舞台但我愛舞台，，我愛我愛《《金鎖記金鎖記》，》，
所以所以，，每次都覺得好興奮每次都覺得好興奮。。我會一直我會一直
把把《《金鎖記金鎖記》》演下去演下去，，二三十年後二三十年後，，
有體力仍會做有體力仍會做，，甚至我死了甚至我死了，，也希望也希望
有其他演員繼續演這個劇本有其他演員繼續演這個劇本。。我多謝我多謝
觀眾給我打分觀眾給我打分，，打氣打氣，，我用努力證明我用努力證明
了自己的實力了自己的實力，，希望這次巡迴演出希望這次巡迴演出，，
能令內地觀眾看到香港話劇水平是高能令內地觀眾看到香港話劇水平是高
的的，，我努力做着工作我努力做着工作，，希望觀眾認同希望觀眾認同
我我，，認同香港話劇認同香港話劇。」。」

五月天怪獸戴婚戒宣佈喜訊

提到太太謝安琪獲選為「港男最想咀女星」，擊敗全
智賢及「妙麗」Emma Watson等外國女星，張繼

聰笑言要打造一個獎座送給她，笑問他是否覺得自己很幸
福時，阿聰說：「是兩回事，自己覺得幸福是自己的事，
人家現在想錫我太太，我要與律師研究一下，相信巴打都
是善意，我都開心的。」阿聰又自誇早有先見之明，在太
太年輕箍牙時已看中她，他笑道：「覺得自己很有眼光，
大家留意她鋼牙look時，我已經知道是好嘢，應該頒個眼
光大獎給我。」至於阿聰兩公婆每天會親嘴多少遍，他
說：「我不敢答，怕有手尾跟。現在自己像第三者，因為
兒子已取代我地位，他和媽咪比較親密，有時我都想插
隊，不過他們在親熱中，難道我又走過去嗎？」一臉落寞
的阿聰慨嘆希望大家也要多點孝順父親。

陳凱琳不刻意問蔡思貝
陳凱琳（Grace）除擔任台慶司儀外，也會與高海

寧、岑麗香及蔡思貝等表演《大姐花旦歌舞團》，問到
有否關心學歷被質疑的蔡思貝，Grace說：「外界已

經給思貝很多壓力，自己都不會
刻意去問，我了解思貝為人，
知她有壓力時便會出聲，希望
大家給她多點空間。」Grace
稱思貝沒有異樣如常開工，也
不覺對方在逃避事件。至於
Grace早前被拍到去婚紗店，她
解釋只是去借衫並無其他，男友
鄭嘉穎剛好有時間便接載她去吃
東西。
早前被拍到「凸腩」的應屆港姐

麥明詩，將會在台慶夜表演跳印度
舞，她解釋「凸腩」只是剛吃完東
西未消化，消化後已沒事。問她是否

介意被人醜化，她說：「之後都會多些留意，但不會很
在意，時肥時瘦有多點變化都幾好。」至於有否性感舞
衣打扮，麥明詩笑言晚裝有性格兼色彩繽紛，問到男友
林作會否來捧場，她就表示對方很忙應不會到來。

台慶公佈視帝后入圍名單
此外，今年無綫台慶是陳國強首次以主席身份亮相，
今晚他會向員工發表48周年台慶獻詞，以「攜手迎接挑
戰發揮無綫精神」為題，勉勵員工迎接未來電視業的挑
戰，同時宣佈明年3月會推出OTT（over-the-top）第二
平台，透過MyTV Super盒子以互聯網形式向觀眾提供
多條頻道、節目重溫及自選點播服務等。陳國強主席同
時呼籲員工支持器官捐贈計劃，他與集團行政總裁李寶
安樹立榜樣率先登記成為捐贈者，亦會透過「無綫電視
暨職藝員愛心基金」推動登記器官捐贈運動。而今年台
慶也會破天荒率先公佈「視帝」、「視后」的入圍提名
名單。
另外，無綫企業傳訊部宣傳

科副總監曾醒明公佈前晚香港
對中國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的
收視，球賽打破J2台自2008年
6月30日開台以來的紀錄，錄
得平均16點收視，約104萬觀
眾收看；最高收視點21點，約
有135萬觀眾收看，賽事也令
無綫整體同時段收看人數增加
40萬人數。不過，多觀眾收看
賽事就影響了三線劇集收視，
《愛．回家》只得平均15點，
《東坡家事》首次跌破20點，
平均只有17點，《梟雄》則平
均收視有2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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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安琪獲選「港男最想咀女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汪明荃、陳百祥、陳凱琳、張繼聰、麥明詩與吳若希等人昨

日出席《萬千星輝賀台慶》節目拜神儀式，首次擔任台慶司儀的張繼聰，坦言面對嘟姐（鄭

裕玲）及汪阿姐等前輩，如昨晚排練對稿太晚的話，不排除在電視城過夜，以免今天遲到被

兩位阿姐怪責。

■■汪明荃汪明荃、、陳百祥陳百祥、、陳凱琳陳凱琳、、張繼聰張繼聰、、麥明詩與吳若希麥明詩與吳若希
等昨日出席等昨日出席《《萬千星輝賀台慶萬千星輝賀台慶》》拜神儀式拜神儀式。。

■■張繼聰慨嘆在妻兒之間如張繼聰慨嘆在妻兒之間如
變第三者變第三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繼聰與陳凱琳擔任台慶司儀張繼聰與陳凱琳擔任台慶司儀。。

■■爾冬升攜羅志良爾冬升攜羅志良、、劉青雲劉青雲、、李小璐李小璐、、江江
一燕一燕、、鳳小岳齊聚廣州鳳小岳齊聚廣州，，為新片為新片《《消失的消失的
兇手兇手》》宣傳宣傳。。 胡若璋胡若璋攝攝

醉駕判刑後首度現身
DaDa謝男友陪伴渡難關

■■麥明詩稱不介麥明詩稱不介
意被人醜化意被人醜化。。

■《金鎖記》第三度在內地巡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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