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在演藝界多
年，並致力推動粵劇文化，
汪明荃（Lisa姐）昨日獲頒授
榮譽人文學博士學位。她在
丈夫羅家英、無綫高層樂易
玲、《Sunday靚聲王》監製
賴偉棠夫婦、曾醒明及粵劇
界友好見證下，於大埔香港
教育學院舉行的《第二十一

屆學位頒授典禮》中獲頒博
士學位，表揚她多年來對粵
劇界貢獻。
身為丈夫的家英哥充當攝

影師，除在台下為Lisa姐拍
下重要時刻，當Lisa姐跟朋
友們合照時，他為求取得最
佳角度，更坐在地上拍照，
當兩夫婦合照時，家英哥也

送上一吻祝賀。

無懼恐襲赴美登台
獲學院頒發博士學位，Lisa

姐承認對自己是一份很大鼓
舞，一直致力粵劇界傳承工
作，將粵劇引入中學及科技
大學，未來她希望粵劇課程
能獲得正式認可評級及證
書。再獲榮譽，問到家英哥
要怎樣獎勵？Lisa姐笑說：
「沒有，錫了一啖。」她表
示獲家英哥支持是很重要的
事，提到家英哥很愛錫她，
她說：「幫下吧，哪裡請到
那麼多助手？」家英哥笑指
平時不會錫太太，所以今次
錫一啖已是獎勵。他透露稍
後跟Lisa姐到美國登台，對
於美國正受到恐怖襲擊威
脅，家英哥指不怕，但行程
緊密也沒有時間逛街。

對粵劇界貢獻良多受表揚
汪明荃獲頒授榮譽人文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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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陳豪（Moses）和苗僑偉昨
日以御藥堂代言人身份到港交所
出席品牌公司上市儀式。阿Mo
首次踏足港交所見識，感覺良
好，也會視一眾生意人為學習榜
樣。至於阿Mo的咖啡生意又希
望做到上市嗎？他表示仍有很長
距離，先做好眼前業務。
Mo都有股票投資，他坦言依

然是「大閘蟹」，吸收過失敗經
驗後會更謹慎，不過投資是需要
的，尤以教育下一代，更需要學
習理財，增加自己財富，投資亦
絕對是為小朋友，因小朋友是我
們將來。阿Mo自言買藍籌都
跌，不過無放過便無蝕亦無賺，
再等十年可能個價又不同了，放

長線投資，最後可能到囝囝幫我
處理。
阿Mo憑劇集《鬼同你OT》

有份角逐「視帝」，他表示：
「如常信心加平常心，（睇好邊
個？）一定是秋生，佢唔洗做戲
都喺晒度。同時希望田蕊妮或胡
定欣得視后，兼取埋劇集獎。」
同場的苗僑偉已是第七年擔任代

言人，對於投資便不曉得，他全交
由三嫂戚美珍負責，對於三嫂接拍
與譚詠麟合拍電影《江湖喜
劇》，三哥表示：「她跟阿倫玩
下，只是幾日戲，好似未開工，
（三嫂爭取同阿倫有親熱戲？）
她說阿倫着T-back，她便穿三點
式，如可行的話，可觀性甚高，
（介意太太性感嗎？）我想她辦不
到，一來阿倫不會着T-back，也沒
一件三點式啱她着。」
三哥透露正跟無綫斟洽再拍劇

的事，對於開拍《使徒行者2》
只是從報道上得知，說到湯鎮業
提個有意聯合「五虎」合作，三
哥表示也很期待，不論拍劇和拍
戲也很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第52屆金
馬獎頒獎典禮今晚登場，
韓國女星河智苑昨天搭機
抵台，她會與台灣男星張
震一起在金馬獎典禮上頒
獎。而她昨日抵台時，親
切地跟大家揮手。
去年囊括金馬男主角、
男配角、新導演的影帝陳
建斌，昨天亦搭機抵台，
為金馬獎頒獎，他表示因
拍第二部片，頒完獎就要
飛回去，所以也沒有時間
去台北知名景點逛逛。
此外，以《我的少女時

代》角逐金馬影后的宋芸
樺首登金馬舞台，演唱電

影主題曲《小幸運》，因
原唱田馥甄（Hebe）今日
已排定在重慶開唱，無法
出席金馬。宋芸樺坦言非
常緊張，為能專心準備表
演，平常話多的她笑稱特
別「戒掉」愛聊天的習慣
保養喉嚨。

金馬前奏

河智苑陳建斌抵台
誤用百潔布洗車留痕誤用百潔布洗車留痕

千嬅自爆夫婦鬧大交千嬅自爆夫婦鬧大交
香港文匯報訊楊千嬅前晚出席汽車品牌BMW晚

會，期間更在在台上獻唱三曲，又大爆老公丁子高
阿爺那代已經是BMW的粉絲，她說：「老公很喜
歡寶馬，有次他做這種車的訪問時突然打給我說自
己買了輛車。」
千嬅又回憶以前開寶馬車時曾將一邊門整爛，

「當時在停車場泊車，一下片過去，被老公罵，當
時他即刻問架車點樣，他沒有問我如何，他知道我
個人實無事。（會否不讓你載兒子出去？）他覺得
我論盡，我因為好幾年無開車，有Torres（兒子）
之後更加生疏了，經常要抱着兒子坐後排。」千嬅
更坦言已經是第三次在停車場因泊車而刮傷車身。
她又自爆被老公叫去補補鐘，令她感覺不是味兒。
除此之外，千嬅笑言通常拍拖一齊洗車是很開心

的事，然而她卻與丁生洗車洗到吵大架，「洗車要
用海綿，然後我就用百潔布嗰邊擦，仲打圈，之後
先見到有幾條痕。」

洪永城與黃心穎在名單中各獲4個提
名，成為最多獲提名的藝員，Tony分

別挑戰「最佳男主角」、「最受歡迎電視男
角色」、「飛躍進步男藝員」及「最佳節目
主持」獎，他坦言最想贏「飛躍進步」獎，
因為能證明他的工作有回報，他說：「今年
一直劇接劇很辛苦，幸好劇集及做主持都有
好反應。」問他有否準備了致謝辭或在台上
向女友唐詩詠發表愛的宣言，他說：「還沒
想致謝辭，詩詠這一年也給我很多協助，又
體諒我沒時間陪她一起，我會參考各界人士
的做法。」視帝方面，Tony笑言只有0.1%
信心，反而會支持屢傳不和的陳展鵬做視
帝。

翠如將被阻再拖洪永城
黃心穎對獲4項提名感喜出望外，令她腦子

一片空白，她說：「最想奪飛躍進步獎，因
為做人最重要有進步。」提到無綫主席陳國
強呼籲藝員簽器官捐贈卡，心穎表示要得到
將來的另一半同意再決定，她個人方面也贊
成捐器官的做法，可以幫助別人延續生命。
王浩信入圍「最佳男主角」、「最佳男

配角」和「最受歡迎電視男角色」三個獎
項，他希望能奪男配角獎，他說：「我想得

獎，因為去年已拿飛躍獎，知道得獎是
很開心的事，不過今年對手個個都很強
勁，未必可以如願。」
蕭正楠昨日被農夫戲弄，指他穿的鞋

子正是女友黃翠如在法國買給他的，蕭
正楠今年獲「最佳男主角」、「最受歡
迎電視男角色」兩項提名，他除感激公
司找他拍劇外，還讓他獻唱劇集主題
曲。問他對哪個獎最有信心？他說：
「有提名已經開心，而且拍攝《師奶
MADAM》 時 已 得 到 大 獎 （ 女
友）。」問他得獎會否發表愛的宣
言，他說：「未知，但過去一年翠如
在生活上給我以前沒有的感覺，所以
有機會致謝時，她一定有份。如果行
紅地毯時，她仍拖着洪永城的話，
我會走去推開他。」

黃智雯爆姚子羚生日收花
首度獲提名視后的姚子羚和黃智雯，二

人對得獎機會信心不大，反而希望好姊妹胡
定欣能獲獎。今天剛好是姚子羚生日，她表
示會與好友及家人慶祝，問到男友有何表示
時，黃智雯就踢爆她已收到一大束鮮花，子
羚就甜笑稱有花收是很開心的事。

台上陸續宣佈入圍名單時，憑《以和為
貴》提名最佳男配角的黃光亮，竟一臉不悅
道：「我每部戲都是做男主角，幾時做過男
配角？黐線！」說罷即走下台，司儀一度阻
止他並問他感受時，光亮哥再說：「搞錯
了，所以不要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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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永城黃心穎洪永城黃心穎洪永城黃心穎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吳文釗吳文釗））將於下月將於下月1313日舉行的無綫日舉行的無綫《《萬千星輝頒獎典禮萬千星輝頒獎典禮

20152015》》昨日公佈各獎項入圍名單昨日公佈各獎項入圍名單，，5050位角逐不同獎項的藝員昨日亮相記者會位角逐不同獎項的藝員昨日亮相記者會，，介介
紹今年頒發的紹今年頒發的1515個獎項個獎項，，除慣有的視帝除慣有的視帝、、視后視后、、最佳男最佳男、、女配角及最受歡迎電視女配角及最受歡迎電視
男男、、女角色獎外女角色獎外，，新增新增「「最受歡迎經典劇集最受歡迎經典劇集」」獎獎，，以全民投票形式選出最受觀眾歡以全民投票形式選出最受觀眾歡

迎的一套在深夜時段播迎的一套在深夜時段播
放的經典劇集放的經典劇集。。洪永城洪永城
（（TonyTony））與黃心穎在名與黃心穎在名
單中各獲單中各獲44個提名個提名，，成成
最多提名藝人最多提名藝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戴夢夢、朱慧
敏、林建名、湯怡、麥
子樂昨日出席食店開
幕。夢夢透露很喜愛烹
飪，有想過開私人會所
餐廳招呼朋友，而男友
Ricky試過她的手勢都讚
不絕口，通常她都煮男
友喜歡吃的意粉，就算
不好吃，他都會話好
吃。
提到她當街「除裙」

的驚嚇舉動後，是否已
經戒酒，她自爆：「同
醉酒無關，當日飲了一
些，但並非醉到不知發
生何事，當時我發緊脾
氣 ， （ 發 脾 氣 就 除
裙？）有時鬧情緒，會

做出能人所不能的
事，當時給人激親，
但詳情是秘密，（每
次發脾氣都除裙？）
當然不是，事後有後
悔，自己都有責任，
但無預計到會有人
影，因現場黑漆漆，沒
想到狗仔隊很犀利，但
我都有責任，父母為此
事好嬲，我有反省過不
該這樣做，而且是公眾
人物，（學識控制情
緒？）向來情緒都可
以，不知當時為何這
樣，（向男友承諾以後
不再這樣？）我自己要
負最大責任，不過男友
話不激我便不會這樣，
所以之後我們和平共

處，不會鬧嘴。」
朱慧敏被問到會否再

開食肆，她指台慶當晚
見到前男友Eddie，大家
有計劃開分店，預計要
再投資六、七位數字，
所以需更積極搵錢，大
家說她很多私己錢作投
資，她否認說：「還有
其他拍檔，而且是把賺
來的錢投資到新店，現
時已有五間店，希望開
到成行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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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夢夢後悔發脾氣脫裙

■河智苑(左)獲獻花歡迎。

■■汪明荃獲頒授榮譽人文學博汪明荃獲頒授榮譽人文學博
士學位士學位，，家英哥送吻祝賀家英哥送吻祝賀。。 ■羅家英、樂易玲、賴偉棠夫婦、曾醒明等到場見證。

■千嬅曾試過開車時將一
邊門整爛。

■■陳豪陳豪

■■戴夢夢與林建名出席戴夢夢與林建名出席
食店開幕食店開幕。。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152015》》獎項入圍名單昨日出爐獎項入圍名單昨日出爐。。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15》獎項入圍名單

■■黎耀祥黎耀祥、、蕭正楠蕭正楠、、
洪永城洪永城、、張繼聰張繼聰、、王王
浩然等角逐浩然等角逐「「最受歡最受歡
迎電視男角色迎電視男角色」。」。

■黃心穎對
獲 4 項提名
感 喜 出 望
外。

■姚子羚(左)和黃智雯首
度獲提名視后。

「星輝大獎」今年頒15獎

逐逐44獎獎逐4獎最威水最威水最威水

■■苗僑偉苗僑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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