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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音
樂話劇《香港過來人》前晚進行海
報拍攝，麥翠嫻及魯芬等一同參
與， 麥翠嫻首次演舞台劇，今次是
以香港上世紀80至90年代背景勾劃
大家的集體回憶。談到亞視臨時清
盤人表示，今日會遣散亞視員工，

並會停播，麥翠嫻曾是「亞視四女
俠」之一，她對此也感好可惜，因
她是亞視藝員訓練班出身，當然會
捨不得。問她會否返亞視拍低紀念
照？她表示之前有出席台慶，還以
為會有轉機，沒想到竟是最後一次
台慶了！

麥翠嫻 不捨亞視告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由黎耀祥、
毛舜筠、陳國邦、鍾景輝與湯盈盈等人主演
的無綫新處境劇《八時入席》昨日舉行開鏡
拜神儀式，高層曾勵珍也現身支持。祥仔和
毛姐已三度合作處境劇，毛姐笑着投訴每次
與祥仔合作，對方都比她遲入劇組，遲到她
幾乎不想做下去。剛由美國登台回港的祥
仔，甫見毛姐即問對方有沒有掛住他，毛姐
笑言新劇已開工，但見不到祥仔令她心掛
掛，她說：「每次他都是遲入劇組，遲到我
幾乎不想做了。」祥仔解釋到美國工作之
外，順道為兒子在8月到美國入學時，先行
熟習一下環境。
二人慨嘆時光飛逝，想當年合作《畢打自

己人》，毛姐的女兒仍讀中學，現在還有一
年就大學畢業。問到新劇預計拍多少集，毛
姐表示要視乎反應，但明年1至3月她要出國
修讀烹飪課程，完成她一直以來的夢想，更
笑言學成歸來會請祥仔吃飯。提到視帝黃秋
生是否如傳聞會加入新劇，毛姐坦承其事但
因未收到劇本，不知秋生會演什麼角色。祥
仔也表示公司很重視新處境劇，會不斷找重
量級演員來客串。
早前寫公開信抱怨在無綫機會不多而求去

的陳國邦，現已回巢簽約一年並接拍新處境
劇，他表示接拍主因是有毛姐，他說：「由
我入行第一套電視劇就是和毛姐合作，我們
之間有深厚的感情，之前發生的事件，她見

我得閒就提議公司找我回來拍，而且又有祥
仔，種種原因下我就答應回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嘉嘉）英
國鬼才歌手Mika上月假灣仔開騷，
他於開騷前特地接受傳媒訪問。提
到新專輯《No Place In Heaven》，
他坦言當中最喜歡的歌曲是《Good
Guys》，更特地創作這首歌向偶像
大衛寶兒(David Bowie)致敬。Mika
坦言自己不是一個好人，盼自己可
以成為一個好人。
已非首次來港的Mika透露今次香
港之行吃了點心，大讚好味，又自

爆特地走訪了3間酒吧。提到他去年
因聲帶不適取消香港站的亞洲巡迴
演出，他坦言為免自己做了一些很
爛的演唱會，因此被迫取消，並用
了約一星期恢復，他笑言：「我一
星期沒有與人說話，要我閉嘴其實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問到新碟中
最喜歡哪首歌時，他表示最喜歡
《Good Guys》：「寫這首歌時，
大衛寶兒仍然在生，本身已很欣賞
對方，因為他啟發了我不要想太多

後果，要建立自己的個人特色，無
論在音樂上還是人生上。」他笑言
自己不是一個好人，而創作這首歌
更激發起自己要做一個好人。談到
好人的定義，他認真謂：「一些能
夠引發別人勇於夢想的人。」
問到他有份參與《非常索凸務

2》（ Zoolander 2 ）的感受時，他
即時說：「沒有，我沒有參與《非
常索凸務2》。」及後他解釋道：
「其實本已拍好自己的戲份，更特
別為了電影錄製了新歌，但可惜最
終因電影故事改變，我的部分都剪
走了。」雖然如此，他表示可以與
喜劇大師賓士迪拿（Ben Stiller）合
作是一個很有趣的經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蔡
思貝、陳瀅、呂慧儀與陳奐仁前晚
參與《Sunday 好戲王》節目錄
影，轉換了鬈髮的蔡思貝被笑稱
「發電廠」漏電，她笑言只是試
驗性質電髮，效果只會維持一
日。蔡思貝表示在節目中會扮已
故巨星梅艷芳，特別花時間上網重
溫對方的表演來偷師，希望會扮得

神似。暫未有新劇拍攝的思貝，透
露月底會啟程到新西蘭拍攝旅遊節
目，重遊她小時候生活的地方。公
開與賭王兒子何猷亨拍拖的陳瀅，
前晚事先張揚因要玩遊戲才穿鬆身
衫，問她有否邀請男友來看錄影，
她說：「我叫了好多粉絲來，而且
錄影會去到好夜，我會叫所有朋友
留意節目。」

蔡思貝 鬈髮被笑「漏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薛家燕昨日
返回電視城出席《三月星辰》生日會，本月
30號生日的家燕姐，笑言自己是「六六無
窮」已到66歲，但強調自己心境仍很後生。
家燕姐笑言生日月都要忙於應付飯局，生

日願望就繼續她的環遊世界之旅，她透露新
年剛去完澳洲玩，5月又會帶學生到新加坡
參與登台演出。家燕姐表示今年正計劃去俄

羅斯旅行。
對於盧大偉傳出腸癌病危入院，家燕姐表

示日前已探望過對方，她說：「因為我很夜
才到，當時他已睡，嘈醒了他不好意思，他
情況OK還跟我傾了幾句。」有傳盧大偉因
醫藥費令經濟出現問題，家燕姐表示沒聽聞
到對方太太有要求，只見盧大偉的確比以前
消瘦。

家燕姐 指盧大偉情況OK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由鄭裕玲（嘟姐）與
農夫主持的新節目《Do姐有問題》記者會，介紹在節
目中先後品嘗不少奇怪食物，又請來方力申、高海
寧、黃心穎、張秀文等嘉賓試吃奇怪食物，當一眾嘉
賓吃到臭味糖和蠶蛹時，均大呼難吃。
嘟姐接受訪問時表示不覺節目中有任何食物是難

吃，吃蟲和臭魚也難不到她，只認為打仗中用的「走
難包」最難吃。嘟姐說：「我們品嘗過不少美食包括

有鮑魚、花膠、龍
蝦等，只是點名不
要吃魚翅。」嘟姐
稱節目已拍至尾
聲，已由原本20集
加到25集，農夫聞
言即笑道：「只要
嘟姐肯，添到52集都沒人敢話不好。」

鄭裕玲 不覺臭魚難吃

台上杜之克大讚《公》劇本出色，
演員演出又好，並點名讚黎耀祥

及胡定欣在山洞一幕做得神采飛揚，完
全沒有猥瑣感覺。
劇集收視好，祥仔被問到會否私下再

請食飯？他笑言當然要搵阿廉，因為
該劇是群星拱照他。身旁的阿廉就笑
說：「我在餐廳擺幾圍請大家無問題，
最有錢請最正常，叫登完台的祥仔拿十
萬八萬去我餐廳食。」祥仔反問：「咁
多錢，食唔食得晒？」阿廉笑稱食唔晒
已收錢。

祥仔提議組團出埠搵錢
問到會否原班人馬再合作？祥仔大嘆

一聲說：「很難四個一齊，因為個個都

獨當一面，各有各忙。」Edwin就笑指
阿廉現在識得推工作好招積。祥仔認為
大家已合作多次，再合作有一定難度，
倒不如四個一齊出埠搵錢，因為阿廉及
阿邦唱歌都好叻，他已放聲氣及組識
中，又笑言自己收得很平。他希望大結
局當晚搞大型活動，讓大家開心一下。
胡定欣一身紅噹噹打扮，身為女主角

的她被問到會否請食飯時，笑言配額留
給祥仔好了，她也很期待私下有慶功，
但之後要開拍新劇《來自喵喵星的
你》。問到丁母憂的田蕊妮可以開工了
嗎？她說：「未知，這陣子都無打擾
她。」問到可想添食？定欣卻稱暫時想
唞一唞，因為這個班底已合作了三次，
要讓編劇想想新題材，好好利用這個組

合。對於祥仔提議出埠登台，定欣亦表
示贊成，並笑說：「買四送一，黐住他
們搵錢，拍《大太監》時已有這個想
法，惜一直未有機會成事，如果成事一
定會度期。」

陳庭欣否認撻着大狀
另外，陳庭欣近日傳出搭上已有女友

的大狀Warren（唐偉倫），並到男方屋
企宿一宵，被問到緋聞時，有備而來的
庭欣表示好開心成了該本周刊的封面，
這是六年來未試過的。自言對感情一向
低調的她，被問到與緋聞男友翟威廉的
感情時，卻少有地以四個好字來形容：
「好好好好。」她又強調與大狀只是好
朋友，之前開餐廳時也有問過對方意

見，而周刊
唯一正確是
他們有去睇
戲，但都
是正常朋
友 會 做 的
事。有指大狀
的女友為此而
嬲？庭欣聲稱
不知對方有沒
有女友，亦沒特別去問，如果對方有女
友，希望對方不要誤會。有傳她上大狀
屋企的床照流出？庭欣否認是不雅床
照：「相片是自拍照，我經常同雀仔影
相同放上網。」問到翟威廉是否認識
Warren？她想一想才表示應該不認識。

《公公出宮》高收添食有難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梁靜儀）無綫劇集《公公出宮》昨晚於將軍澳

電視城舉行祝捷會，黎耀祥、曹永廉、蕭正楠（Edwin）、陳國邦、胡定欣、

陳庭欣，助理總經理杜之克、高層曾勵珍及樂易玲等均有出席，現場又公佈第

一至十二集平均收視為29.4點，最高收視在第十集，有33.1點，當日是2月22

日，五個頻道重新編排的一日。而該劇的平均收視29.4點更是自2014年8月後

綜合收視最高的劇集，包括傳統電視、機頂盒及myTV，預計整個劇過30點收

視無問題。

《八時入席》與毛姐重逢

祥仔預告邀重量級人馬坐鎮

作歌向偶像致敬兼自勉
Mika學大衛寶兒做好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黎燕珊與黃婉

曼（Icy）昨日為李司棋、石修、李尚正及鄺芷
凡主持的有線電視飲食節目《食得有法
「補」》錄影，珊姐透露在Icy婚前已傳授了
清宮生仔及生女秘方給對方，Icy表示待調理好
身體後才試用，自己想生仔，但奶奶就想生
女，最理想生一仔一女。

香港文匯報訊第十屆亞洲電影大獎將頒發「亞洲電影終身成就大獎」
予香港資深動作指導及導演袁和平，以及日本國寶級演員樹木希林。頒
獎禮將於本月17日在澳門舉行。

■■黎燕珊黎燕珊((右右))向黃婉曼向黃婉曼
傳授生仔及生女秘方傳授生仔及生女秘方。。

■左起：鍾景輝、毛舜筠、黎耀祥與陳國邦
主演無綫新處境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西
片《蝙蝠俠對超人：正義曙光》即
將上映，昨日陳瀅與羅仲謙化身
「正義女神」、「正義型男」出席
宣傳活動，並為展出的蝙蝠車及實
物原大的超人和蝙蝠俠模型揭幕。
二人在挑選禮物時，陳瀅選了超人
和蝙蝠俠咕，因她喜歡攬的感
覺，之後再選了一架蝙蝠車咕送
給男友賭王兒子何猷亨的弟弟猷
君；謙仔選了蝙蝠俠公仔給自己
後，再選了一把雨傘送給至愛，因為雨傘能夠為所愛的人遮風擋
雨，之後陳瀅又為他選了個咕代送給楊怡攬攬。
謙仔選了雨傘給至愛為對方遮風擋雨，笑問女友楊怡是否已當

他咕般攬實？謙仔笑笑口說：「承你貴言！承你貴言！」但又
會否禮物是不合女友心意？他指應不會不合心意，等同女友送的
禮物他都很喜歡，即使一粒糖也OK的。笑他求婚也只送包糖給阿
怡？謙仔答謂：「又不可以，作為男性會嚴格自己對人寬宏一
點，而我不是浪漫的人，心思上會請教人或上網抄。」已經有抄
定求婚的橋？他笑說：「有抄橋，有趣的也會看過，已留在心中
的少少秘密，有驚喜好一點！」是否已好事近？謙仔甜笑說：
「承你貴言！」再問他又收到阿怡怎樣的驚喜？他指之前到台灣
拍戲，女友來探班已很驚喜。

謙
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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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求
婚
橋

袁和平獲頒「亞洲電影終身成就大獎」

黃婉曼獲傳授生育秘方

■■陳瀅陳瀅

■Mika於開騷前接受
傳媒訪問。 李嘉嘉攝

■■薛家燕將迎66歲
生日。

■蔡思貝扮已故巨星
梅艷芳。

■■麥翠嫻麥翠嫻

■■嘉賓們試吃奇怪食物時面有
難色。

■胡定欣很期待
私下有慶功。

■《公公出
宮 》 成 為
2014 年 8 月
後綜合收視最
高的劇集。

■陳庭欣以四個好字來
形容與翟威廉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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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仲謙羅仲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