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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TVB
2016綜藝節目暨海外合作記者會」昨日在香
港影視娛樂博覽舉行，多位藝人岑麗香（香
香）、洪永城、蔡思貝、陳煒、黃翠如等均
有出席。席上陳煒宣傳《陳煒的100道風
味》時，不忘大顯身手，炮製沙嗲醬汁，而
胡楓便獨力宣傳《5個小生去旅行》，他笑
說：「因謝賢拍戲忙、曾江拍戲忙，阿Joe上
了郵輪。」，說到5個小生的人選，胡楓鬼馬
謂：「沒四哥可以找三哥（苗僑偉）、洪永
城到過不少地方經驗豐富、蕭正楠就只會買
手信、馬國明識得照顧人，是最好。」司儀
笑提議可以找黃宗澤，胡楓不明何解，原
來司儀是拿宗澤和日模的戀情做話題：「黃
宗澤識日文嘛。」逗得全場大笑。

蔡思貝會為節目《星星探親團》返
回母校拍攝，問她可擔心再被提到學
歷受質疑問題，她表示不會，這些是
中學的開心回憶，到時可探望老師和
校長。對於早前她駕車追影騎電單車
的人，被指涉嫌危險駕駛，思貝承認
是一時疏忽，做得不對：「當時是想
影相留念，他新買了電單車，自己一時疏
忽，（電單車男是麥秋成？）身邊有好多人
都鍾意電單車，而且同行有不少女生哩。」

香香未有衝動結婚
岑麗香同樣為《星星探親團》節目重回母
校，她透露四月中將出發到名古屋，「以前
曾到日本做交換生，也略懂日文，但都還返

給老師了，（男友同行？）不會，因是工
作，不會跟對方同行。」
香香出席完好姐妹鍾嘉欣婚禮，問她是否

向對方取經？她笑說：「我只參加婚禮，每
個人想做的都不同，不過當時守了很久秘
密，（嘉欣是否有喜？）給她本人答，這是
她的私隱問題，（見到嘉欣結婚有否衝
動？）未有，要一步一步來的，無論是否異
地戀，最重要是雙方多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鄭秀文(Sammi)首度為信用卡拍攝
廣告，昨日舉行首播禮，與此同
時，Sammi更成為首位市民獲
得該張信用卡，可以用以簽賬
直接賺取里數，Sammi並透露
擁有老公許志安的附屬卡，安
仔對她簽賬沒有限制，更認為
男士提供到附屬卡給另一半會
有份滿足感。Sammi在台上提
到用信用卡賺里數，司儀森美
問她是否夾定安仔期去旅行，
Sammi風騷地說：「夾你去，你

又叫Sammy，我同你去。」又指
昔日的自己最瘋狂是每季花七位
數字買衫，現時不再這樣瘋狂，
借衫居多。提到近日樓價下跌，
Sammi不諱言會留意，適合的便
會投資，另方面她有做外幣定期，
但不懂股票的她便沒有沾手。
Sammi接受訪問時透露通常

碌卡居多，很少帶大量現金在
身。問到Sammi所用是否安仔
的附屬卡？她笑說：「附屬卡
唔怕有，不過女性有工作能
力，偶然用自己的卡買心頭好

也不錯，所以有兩手準備。(屋
企盤數由你來管理？)男人數口
較叻，他會清楚一些，我無咁
叻，但有很叻的人幫我。(你用
附屬卡是睇心情還是看銀碼？)
通常是看心情，但你的建議很
不錯，以後會睇銀碼，哈哈，
男性見到另一半用他的附屬卡
會有滿足感，但作為女性要理
智地用，不能太離譜令男性有
負擔，通常我用自己的卡買喜
歡東西，家庭用品便碌下附屬
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徐
淑敏（Suki）昨日應邀到海洋公
園推介樂園動物大富翁，暢談環
保及教育意識，並身兼保育大
使。昨日也是她大女黃心瑤(Vi-
anna)六歲正日生日，故老公黃浩
同三位千金及家人到樂園遊玩，
Suki工作完畢後即到會場外會合
家人。
徐淑敏表示現時以自由身接工
作，昨日是義務出席宣揚環保，
老公同事間中會幫手傾job，拍
劇方面自己就應接不暇。她表示
今個月接多咗工作，夠錢買禮物
畀屋企人。她說：「一行十幾人
在樂園玩樂，希望可以親親海
豚。」說到近日不斷有學生自殺
事件發生，徐淑敏心痛地說：
「可能沒好好傾同抒發，尤其男
仔，我每日臨瞓都會同女兒傾
偈，了解下她們係咪擁有太多
嘢。大女即將升讀小一，而幫佢
搵學校同教育女兒的唯一希望係
少功課，多功課我要一齊做好大
壓力，小朋友亦唔迫得，功課以
外日常生活仲有好多嘢要做，少
點功課屋企歡欣寧靜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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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淑敏
心痛學生自殺

黎明近日忙於籌備4月28日至5月
3日假中環海濱摩天輪旁邊舉行

的一連六場《黎明Leon 30th Anniver-
sary Random Love Songs 4D in live
2016》演唱會，說到今次個唱的由4
個場館加1個主舞台組成，4個場館分
別劃分為不同的主題區，包括愛意
（Love）、激情（Erotic）、 奇
妙（Oddness）、驚險旅程（Night
Horror）。笑問Leon四個場館的意
思，他竟說：「其實這是同事們要把
『L』、『E』、『O』、『N』我的
名字拆出來，以視、聽、味、觸覺感
受4D製作，視覺享受除面對中央的主
台外，嶄新的左右兩旁的3D立體全熒

幕投射影像，配合第4元素的環迴立
體音響效果令此區觀眾感受到無可比
擬的震撼和壓迫力，猶如置身另一世
界裡。因為摩天輪去到2017年就會
拆，今次大家可以早些來，每日(下午)
6點開放在場館周邊的飲食娛樂專區
外，到時入場人士更有機會抽獎和黎
明乘坐摩天輪。」

為自己榮譽而跳舞
為慶祝黎明入行30年，主辦單位
AMUSIC反傳統，大膽租用中環海濱
活動區，由零開始重新搭建全港首個
4D室內演唱會場館！為了配合高科技
4D複雜製作效果，每個位置、角度都
要計算精準，方能做到最佳效果。
「有人覺得貴，但貴得來對得住天地
人心，咪當自己是一個試驗品。觀眾
視覺享受除面對中央的主台外，嶄新
的左右兩旁的3D立體全熒幕投射影
像，配合第4元素的環迴立體音響效
果令此區觀眾感受到無可比擬的震撼
和壓迫力。今次演唱會有3個顧問，
分別是雷頌德、伍樂城及 C.Y.

Kong，至於排舞則由我話事，因為我
就是今次的排舞師，把省回的錢放多
點落製作上。今次跳舞是為咗自己榮
譽而跳，唔可以做一個冷血的木頭
人。」

設facebook專頁hit爆網絡
早前罕有開設 facebook 專頁的黎

明，不時上載惡搞短片與粉絲分享，
日前一條橫店揸車Rap住講「鍾意就
鍾意，唔鍾意就唔鍾意，唔好講咩L.I.
K.E」的片hit爆網絡。另一條在美國
踎街邊食墨西哥薄餅的短片，黎明又
有金句：「LA酒店星期日餐廳休假！
連Room service 也休假！最佳方案
Save time for sleep。」吸引大批粉絲
追看。對於玩 facebook，黎明說：
「公司同事話我再唔開 facebook 就
out，再唔做就入棺材封棺！」問黎明
覺唔覺得開咗facebook之後多咗好多
後生fans？Leon都係話冇留意：「唔
知㗎，叫我阿叔都唔mind㗎，封我
『金句王』都唔理，好多時睇你用咩
視野去睇，我講的都是事實。」

願為首個4D演唱會做試驗品

鄭秀文 看心情碌安仔附屬卡

蔡思貝認錯 稱一時疏忽
駕車時追影電單車

香港文匯報訊 河國榮日前出席「孖住長
者當文青」義工活動，與基層長者學習烘焙
及沖泡咖啡，讓他們有機會嘗試時下年輕人
的玩意，挑戰年輕人成為新一代咖啡師。河
國榮在活動中與長者挑戰咖啡師拉花，又擔
任評判挑選最靚的咖啡拉花圖案，逗得眾長
者十分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
王灝兒（JW）早
前轉投新公司
後，兩首主打歌
成績都很好！JW
為多謝公司同
事，大掏荷包請
食飯，除了公司
老闆及同事之
外，更邀請了這
兩首的作曲、填詞、編曲、監製及MV導演一同慶
祝！向來感性的JW講感言時更講到哭起來。她還
說：「我真係未試過請咁多人食飯！通常咁大班人
一係就夾錢，一係就老闆請！所以我都好緊張，即
刻叫呢間餐廳老闆畀個大discount我！哈哈！」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思穎）梁雨恩
（Cathy）過往參加
專業飛鏢賽香港站只
有季軍命，這次從劣
勢中反勝，獲得夢寐
以求的冠軍，正式躍
升成為 2016 年度香
港排名第一的女鏢
手！Cathy在賽前去
了新加坡拍攝旅遊節
目，其間順道在當地
跟師父兼世界冠軍鏢手Paul Lim及日本冠軍鏢
手切磋，進行5天的特訓後，狀態大勇，成就
了今次的冠軍。

香港文匯報訊日本人氣組合
AKB48前成員板野友美將於5
月28日假九展舉行《2016 板
野友美亞洲巡演香港站Tomo-
mi Itano ASIA TOUR 2016～
000～》。今次是板野相隔兩年
後再度來港開騷，亦是她的首
個亞巡，樂迷相當期待。門票
將於本月18日公開發售，票價最高為HK$880。
此外，AKB48的10周年紀念單曲，邀請了前成
員板野友美、前田敦子、大島優子和篠田麻里子參
與的第43張單曲《你是Melody（君はメロディ
ー）》，發售首周銷量達123.8萬張，隨即登上
Oricon榜第一位，同時是AKB48第25張超逾百萬
銷量的細碟。

梁雨恩成全港第一女鏢手 河國榮與長者學沖咖啡 王灝兒豪請食飯慶佳績 板野友美5月來港巡演

將於下月28日至5月3日假中環海濱摩天輪旁邊舉行一連6場全港首個4D演唱會，黎明

（Leon）前日特意為演唱會接受訪問，笑言同記者「JUST TO SAY HI」。說到近日好熱衷玩

facebook，問「金句王」黎明覺唔覺得吸引到後生fans？黎明又出「金句」謂：「唔知㗎，叫

我阿叔都唔mind，封我『金句王』都唔理，好多時睇你用咩視野去睇！」 採、攝：植毅儀

■徐淑敏（左）接受委任成保育大使。

■徐淑敏一家五口遊海洋公園。

■黎明全港首個4D室內演唱會場館

■梁雨恩

■ JW為多謝公司同事，大掏
荷包請食飯。

■板野友美

■岑麗香(右)、蔡思貝(中)齊宣傳。

■Sammi接受訪問時透露通常碌卡
居多，很少帶大量現金在身。

■■河國榮河國榮

■場館有別於傳統3面或
4面台的設計，為了配合
4D效果，每個位置、角
度都要計算精準，方能做
到最佳效果！

■■黎明前日特意為演黎明前日特意為演
唱會接受訪問唱會接受訪問，，笑言笑言
同記者同記者「「JUST TOJUST TO
SAY HISAY HI」。」。

黎明部分金句
■「我朝早唔會空肚食早餐！」

■「坎坷過後有艇搭！」

■「核心嘅外圍係核心嘅內圍。」

■「有無機會拍拖同見鬼一樣，都
係要講緣分。」

■「我豁達，所以我不介意別人說
我不豁達。」

■「手掌又係肉，左手又係肉。」

■「借錢如送禮，還錢如乞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