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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ina
心痛阿中
要獨自面對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組合S.H.E成員Selina（任家萱）日前宣佈決定與老公張承中（阿中）離婚。昨日她首

次公開露面表示，謝謝大家關心，離婚主因是兩人相處出問題，沒有第三者，但夫妻間沒有愛了，Selina一

度說到流淚。她又勸大家給阿中多點空間，因為她覺得阿中比較辛苦，相較於她，阿中是一人獨自面對問

題。

台灣藝人Selina昨日中午為錄影節目《別讓
身體不開心》現身，是她宣佈離婚後首度

公開露面。她雖然臉上展露笑容現身，但當看到
大批傳媒前來採訪，她也直呼很緊張。Selina手
拿特別準備的筆記說，真的很謝謝關心，知道大
家都很關心及擔心她和老公張承中。在她身份改
變後的第一個工作面對大家，是想讓大家看到她
沒瘦成紙片人，食慾很好，也沒整天以淚洗臉。

夫妻相處出問題再無愛
Selina稱這幾天大多待在家，忍不住思考為什
麼婚姻會走到這一步，也會想是不是在某部分，

如果她做得更好，也許會有不同結局，阿中也一
直這樣思考。她透露這幾天兩人對話大部分是向
對方道歉，責怪自己比責怪對方還要來得多。
她續說，婚禮是在大家關心與祝福下完成，與

阿中在婚姻這門課沒修好，覺得很愧對自己與大
家。她說：「這個決定兩人都已想得很清楚，也
做好心理準備，但公佈後面對很多報道及關心，
還是讓兩人覺得有點壓力，也有些情緒。」
Selina表示，聲明稿貼出後，知道大家很震

驚，也覺得非常突然，但真的不是一朝一夕突然
的決定，其實他們兩個為他們的婚姻已經努力了
很長一段時間，努力過後兩人還是決定離婚。她

指離婚是兩人很平和理性討論才做出的決定，公
佈後有很多報道對離婚原因諸多揣測，「在這邊
我也要跟大家說這些都不是事實，其實我們失敗
的婚姻最主要因素，就真的是我跟阿中兩個人的
相處出了問題，一切如聲明稿寫的一樣，已很坦
白說明狀況。」

兩人換另一種方式相處
Selina坦言不想一直陷在情緒中，出去跑步，

努力正面思考，也鼓勵阿中說：「失敗的婚姻其
實並不代表是我們人生的失敗，不要一直看着以
前的我們，我們可以往前看，看我們的未來。」

她亦感謝雙方父母給予很多祝福及鼓勵，兩位
成員Hebe（田馥甄）、Ella（陳嘉樺）及妹妹任
容萱的問候，聽她分享心情，相識多年的媒體朋
友支持鼓勵，真的很感謝，並一度說到落淚。
Selina說，相較於她，阿中較辛苦，她有經理

人公司幫忙擋駕並有朋友陪伴，但阿中大部分
時間卻要一個人獨自面對這一切，她也希望大
家可以給他多一點空間，兩人真的希望情感可
用另一種方式繼續。至於面對新的身份、新的
人生，她與阿中都需時間適應，兩人會繼續努
力，讓生活很快回正常軌道，隨後她鞠躬致謝
離場。

王羽已返台就醫
王馨平（Linda）父親王羽早前在泰國因
急性腦出血，情況一度危急，並於當地進
行了兩次開腦手術。Linda日前於微博發
文交代父親情況，她透露其父已於3月8
日搭乘醫療專機從曼谷飛返台北就醫，她
感謝父親的朋友在他患病期間的大力幫
忙，並代表三姊妹感激各界好友對其父的
愛護關心，又指其父目前最重要是安靜休
養，短期內暫謝絕探視，盼朋友們能諒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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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馮寶寶與方伊琪昨日出席「八珍旺
角旗艦店開業50周年慶典」，並即
場主持剪綵儀式，寶寶姐是於上世
紀60年代當年還是6歲時來剪綵，
方伊琪則是30年前唱「八珍甜醋分
外香」這廣告歌。
寶寶姐專程從馬來西亞回港出席

剪綵，她指50多年前自己還是童星
時便來到剪綵，對方更送回當年的
剪綵照片給她留念，感覺真的很長
情和感動。笑問現剪綵的酬勞比當
年做童星時增加了多少倍？寶寶姐

笑說：「記不起當年收幾多，天星
小輪都起價啦，只記得以前剪綵好
高興，有大串炮仗從天台吊下來，
整條街都塞滿街坊看剪綵，今次則
多了人維持治安，人多車多會阻
街！」

讚姪仔孝順感安慰
對於哥哥馮克安日前病逝，問寶

寶姐心情平復了點沒有？她答謂：
「這兩日好了點，但完全不去想這
事，因不想去接受，所以不去想就
沒事。」再問哪位家人幫忙辧哥哥

的後事？寶寶姐指她有姪仔和姪
女，尤其姪仔好乖，一直拖着爸爸
的手陪他大半年，她說：「都好安
慰，有個孝順仔，也替他（哥哥）
開心！」又有報道馮克安享年有幾
個版本，寶寶姐指應該是67歲，哥
哥也沒宗教信仰，她會留在港出席
完哥哥的喪禮才離開。當傳媒想再
問有關喪禮情況，寶寶姐禮貌地
說：「今日我有任務，多謝這麼冷
也到來，但真的不想掃主人家興，
這是人家慶典，故不太想講起家
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梁靜儀）黃芷晴昨
日出席羽毛藝術展記
者會，喜歡做手作的
她對於現場展出的羽
毛藝術畫作甚感興
趣。喜歡動物的她，
表示平日亦會在吊
墜、皮革上畫上動
物，覺得可愛有趣。
剛由韓國返港的芷

晴，透露此行是去看
男團BIGBANG演唱
會，這次也是她首次
在當地看演唱會，以
往都是看音樂劇居
多。問到韓國之行可
有艷遇？她表示沒
有，但對韓國男士的
印象也不錯。復活節
將至，芷晴表示因為
情人節沒有做朱古
力，打算復活節與朋
友開兔子派對，問到
會否扮兔女郎開派
對？她說：「要看朋
友肯不肯扮，因女性
朋友當中有些比較男
仔頭，她們不會肯扮
兔女郎。」
芷晴又透露所養的

古代牡羊狗在復活節
期間三歲生日，屆時
母親會為牠開生日派
對慶祝。單身的芷
晴，被問到母親可有

催她結識男友結婚？
她笑言：「結婚沒有
得講住，但媽咪會問
我為何整日都留在家
中，叫我快點去認識
朋友，但不是話識就
識到，媽咪無介紹男
仔畀我，反而朋友會
問我有沒有空，帶我
去認識新朋友，我都
有去，但未有合眼
緣，其實陪着家人都
開心。」芷晴坦言希
望與另一半有共同興
趣，大家可以一起造
手作，問到對識做手
作的男仔會否加分？
她笑說：「懂得畫畫
的男生會很細心，又
會觀察入微，但選擇
男友最重要是心地
好。」

周慧敏籲大眾護關節
周慧敏（Vivian）近日為品牌拍攝成人
奶粉電視廣告時透露母親生前受關節問題
所困擾：「多年前關節保養的概念仍未普
及，普羅大眾並未懂得妥善保養關節。記
得當時媽媽的關節問題日益嚴重，由最初
間歇性疼痛，到後來日常活動亦受到影
響，連走路或踏梯級皆感到痛楚。」Vivi-
an表示母親的關節問題使她十分注重關節
的保養，因為關節會隨年齡耗損，及早保
養能夠預防關節疾病。

張洪量相隔15年復出攻蛋
闊別樂壇15年的張洪量將重返舞台，於

今年6月攻台灣小巨蛋開騷。他昨日出席演
唱會記者會時表示，為了給歌迷最好的，因
而選擇直攻小巨蛋，他承諾會呈現更獨特
風格的音樂，是小巨蛋從未出現過的呈現
方式。他盼未來會有新的蛻變，又指近年
台灣的音樂被既定的框架局限，期望可突
破以往的界線，多元呈現音樂的本質，要
作為後輩們的參考，做更純粹及真實的音
樂。此外，他的立陶宛籍太太Kate也有出席
記者會，並向張洪量獻吻晒恩愛。

祖兒孖陳家樂拍住上代言
容祖兒最近孖同門師弟陳家樂（Car-

los）一同擔任美容服務代言人。拍攝廣告
當日，祖兒以師姐身份向Carlos作勉勵，
並拍着對方的肩膀道：「我們於新一年拍
住上，加油！」她又表示很開心與Carlos
於廣告上首次合作，Carlos則對自己首次
擔任美容服務代言人感到榮幸。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梁靜儀）「香港電
影導演會周年晚宴暨
年度頒獎典禮」前晚
舉行，當晚表演嘉賓
之一的楊千嬅獻唱歌
曲《小城大事》及
《 可 惜 我 是 水 瓶
座》，之後會長劉偉
強更率領一眾導演及
郭富城（城城）、任
達華等人齊齊合唱
《前程錦繡》，氣氛
熱鬧。
大合唱後，大家仍

意猶未盡，起哄要求
城城唱歌助興，現場
琴師即為城城彈琴伴

奏，城城試了幾次
key之後就說：「唔
啱音，不如自己清
唱。」剛巧他手上支
咪沒電，工作人員為
他換咪，城城即場清
唱《愛的呼喚》，唱
完後台下不少人大叫
安哥，城城便笑說：
「呢個係導演會，唔

係演唱會。」他更提
議會長劉偉強上台致
詞，但劉偉強就搞笑
說：「我條氣唔順，
我部戲輸咗畀馬騮仔
（指城城主演的電影
《西遊記之三打白骨
精》）。」城城就回
應指自己要拍更多電
影才可去到非洲。

由開業到50周年馮寶寶再為老字號剪綵

黃
芷
晴
被
母
催
多
結
識
朋
友

中新社電 昨日，內地著名導演
賈樟柯攜妻子趙濤回到其故鄉山
西省汾陽市賈家莊村，受到當地
民眾的歡迎。當日，賈樟柯宣佈
在其故鄉興建賈樟柯藝術中心，
旨在緩解當下中國基層缺少藝術
實體感受和精神生活匱乏的現
狀，寄望推動文化資源從中國大
都市流向基層。賈樟柯自從1998
年拍攝《小武》開始，他的電影
世界就與故鄉汾陽緊密相連，他

把自己在汾陽21年的生活經驗當
作想像世界架構的載體，將故鄉
情結融入電影文化，表達出他對
故鄉的多重懷念。

新片輸給郭富城 劉偉強話唔順氣

賈樟柯攜妻回鄉受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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