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登
上摩天輪
前，黎明
先搭着粉
絲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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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謝婷婷、丁子高與前
主播蔡雪瑩昨日出席時裝店手袋發佈會，大會安排兩
位小女孩向婷婷和丁生送上新款手袋，丁生表示會代
兒子Torres轉送給太太楊千嬅。而送給婷婷的手袋，
小女孩一直不肯放手給她，連婷婷也大讚小女孩識
貨。
婷婷表示自己也有儲限量版手袋和鞋，笑言家中已
快變成貨倉，她說：「不想放入貨倉，因為放完就不
會再用，但又不捨得不要。」提議婷婷可做賣二手物
品生意，她表示每年都有支持朋友的二手物品生意，
也有將自己的東西轉送給加拿大的朋友，如有紀念價
值的物品則會留給自己下一代。問到已留了什麼給下
一代，婷婷說：「例如媽咪送給我的，沒理由會丟
棄，就會再送給子女，主要是首飾、手袋和大褸，鞋
因為尺碼不同沒法留。」笑問婷婷是否恨生女，她直
認道：「都是，之前去過跳蚤市場，見到有媽咪抱住
兒子，但一直被兒子掌摑，覺得男仔會粗魯，這個畫
面一直在我腦海。」至於母親節如何與拉姑慶祝，婷
婷表示仍在相約，因媽咪也頗繁忙，她說：「雖然平
時我們不專重這節日，但怎樣都會吃餐飯，哥哥（霆
鋒）要拍戲會稍後再補祝。」
已有5個半月
身孕的蔡雪瑩仍
穿上高跟鞋到
來，她笑言要尊
重場合。蔡雪瑩
笑言已為兒子改
花名叫「大大
嚿」。提議她可
以拍一輯大肚寫
真留念，她笑
道 ： 「 不 會
了，但會影大
肚相留念，太
性感不是我走
的路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思穎）賭王何鴻燊兒子何猷
啟、蓋鳴暉、吳美英等前晚
出席《東華三院慈善粵劇晚
會》，猷啟並會粉墨登場擔
任小生角色，為善事「豁」
出去。
猷啟聯同東華三院主席馬

陳家歡的6歲囡囡馬思齊一
起演出，曾自嘲五音不全的
他甘於為慈善付出，自言沒
有練習惡補，一於「豁」出
去，問到媽咪陳婉珍會否到

場支持？他表示媽咪沒空，
但有姨媽姑姐來捧場。 猷
啟這次演出是做小生，無須
反串，他說：「反串要戴假
髮會不慣，覺得最難是上台
講說話，會有怯場，因未試
過，（有向爸爸取經？）他
叫我在台上不要望地下，望
住前面和笑多些。」
明天便是母親節，猷啟表

示已準備好蛋糕，是媽咪喜
歡吃的味道，也有禮物。甚
麼禮物便不願透露。本月9

號是他和超蓮生日，猷啟謂
當日會同家人一起吃飯，又
會跟胞姐超蓮交換禮物，至
於生日願望希望爸爸和家人
身體健康、龍馬精神、心想
事成，問他可想家姐快些拍
拖？他說：「希望她做到想
做的事。」提到其好友馬天
佑隨處小便，猷啟對有關問
題一律不回應，着記者問回
當事人。
有份演出的馬思齊小妹妹

表示不緊張，其母馬陳家歡

指囡囡表演慾強，也希望她
從中了解多些中國文化。提
到母親節，馬主席透露會跟
婆婆和嫲嫲一起吃飯， 囡
囡就畫畫和整小手工給她做
禮物，3歲兒子和1歲半囡
囡有整曲奇，因近日太忙，
所以不會計劃出外旅行慶
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鄭欣宜昨日到
Billboard Radio China 宣
傳新歌《女神》，新碟預
計在月中推出，不過屆時
她應不在港。《女神》歌
曲令欣宜人氣急升，歌曲
MV在網上約一星期點擊
率已達二百萬，有指相較
黎明（Leon）演唱會直播
點擊率更高，對此，欣宜
謙稱：「邊有得同Leon
比？我首歌早過他出而
已，不過自己好感激，試
過以前所做出來的都沒人
知，所以當知道首歌過一
百萬點擊時，即忍不住爆
喊，立刻FaceTime Alfred
（許廷鏗），他說『是好
事要更開心』，但我就愈
喊得犀利，（會否慶
功？）會請所有幕後團隊
食飯，因沒他們也不會有

這成績。」欣宜亦很感動收到粉
絲的禮物。至於會否開音樂會，
欣宜坦言有想過，「看看有否場
地歡迎我，因
未試過做賣飛
的騷，自己大
個女也是時候
試一下。」提
到母親節，欣
宜想起母親會
特別感觸，她
刻意轉換話題
指會推出玫瑰
口味曲奇配合
母親節。

何猷啟演粵劇小生獲父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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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仔太粗魯婷婷恨生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思穎）
黎明（Leon）的
4D演唱會在重重

波折下已進入尾聲，雖然頭場出師不利，
Leon以「真誠」化解問題，今次演唱會的
音樂總監雷頌德（Mark）昨日接受電台訪
問時，承認頭場因帳篷不合規格臨時取消
個唱，最大壓力便是Leon本人，大家亦滴
汗。Mark謂：「自己覺得有問題來到，最
簡單方法是看清楚哪方面最迫到埋身，便
先去解決，不要只想誰應該負責又或者之
後點樣衰，最好最簡單便是Leon走出來交
代說對不起，他用了最真誠方法去解決當
務之急，好彩第二晚開得成，否則便令很
多人失望。」
說到Leon正式開騷當晚腸胃不適，是否

因壓力造成？Mark表示：「會的，因之後
開不成便大鑊，（他茶飯不思？）嗰日梗係
唔食嘢，我們差不多通宵開會密謀對策，
（今次4D效果影響幾大？）遠處投射當然
愈黑愈好，但因無牆（指帳篷)，外面又有燈

柱，黑的程度減低，不過都真係好靚，有全
新感覺，Leon亦以真誠方法表明不是原先
百分百，大家不想看可以退票，但以我所知
退票不多，當然我不是監製，監製有全副畫
面，所以他應該失望。而我作為音樂人和觀
眾便覺得整個騷好爽，大家好warm，我說
出來都有些眼濕濕真的很感動，正如Leon
所講感恩，最主要是粉絲對他的支持，『全
球核心』都替他開心，（Leon之後有意在
沙灘開騷？）我真的不知，要問他，總之他
想到天馬行空，大家都會支持，娛樂最重要
是有新意。」

臉書直播是黎明提議
說到Leon個唱在臉書直播很成功，
Mark表示：「早在他拍將《願你今夜別離
去》綵排放上網時，大家已很喜歡，最初
我提議他跟大家玩自拍，點知他仲話玩臉
書live，又令好多人開心。」Mark透露這
個騷之後，希望做其他副產品推動旅遊
業，同時《眼晴想旅行》首歌好受歡迎，
很想快些再做首快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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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頌德指黎明曾憂個唱致不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劉德華
近日忙於為主演電影《拆彈專家》開
工，昨日雖然不用上陣拍攝，但華仔
未有選擇休息放假，反而以監製身份
現身拍攝場地，親自跟導演邱禮濤向
探班記者作爆炸鏡頭的「安全」示
範，認真敬業樂業。席上華仔還化身
「拆彈專家」，除講解如何拆彈外，
他還即場跟飾演大反派的姜武「鬥
法」，華仔並非紙上談兵，他展示極
速拆彈技術，入型入格。
華仔今次集演員與監製於一身的電

影以炸彈為題材，戲中具備多場爆破
場面，而室內玻璃爆破戲，場面迫
真。據導演透露，為了拍出來的效果
沒有半點誤差及需要一take過成功，
事前準備工作超過兩小時，無論炸藥
數量及位置安放，都要非常準確，而
華仔亦提早到達拍攝現場跟導演研究
這場爆破戲，是次的爆炸戲亦非常順

利完成拍攝。

搭建1:1 紅隧後炸掉
事後，於戲中演拆彈專家的華仔，
透露電影劇情將會炸紅磡海底隧道，
他說：「因為入不了紅隧拍，為此，
我們專門搭建了一條 1:1 的紅隧出
來，最後還要炸掉。」
華仔續說：「在戲中會化身臥底，

與姜武大鬥演技，當中不乏爆炸、打
鬥、槍戰等場面。姜武是一個非常有
名的重量級通緝犯，我的任務是抓捕
他。姜武是個好對手。（戲中連場爆
炸場面可會危險？）會有一定程度危
險，不過走路亦會有危險，保祐
我！」其實為了飾演今次角色，華仔
早已隨一些爆炸團隊經過一段時間訓
練，相信華仔的粉絲們放心吧！

華仔化身拆彈專家 室內爆破戲一take過

■華仔講解如何拆彈。 ■華仔跟導演等研究爆破戲。

■■小女孩不肯放手將手袋小女孩不肯放手將手袋
給婷婷給婷婷，，場面搞笑場面搞笑。。

■■何猷啟何猷啟

■欣宜背上「女
神包袱」。

黎明在6時59分抵達，他走上摩天輪
即跟四位女粉絲逐一握手，又搭着

她們合照，上海女粉絲即表現激動哭起
來說：「我好激動，好帥！」核心外圍
的粉絲雖然沒機會近距離與偶像見面，
也在高呼「Leon，你好靚仔呀！」、
「你好型呀！」、「Leon， good
luck！」但亦有歌迷在呷醋說：「哎喲，
搭住呀！」

俯身代粉絲執背包
當黎明跟幸運粉絲合照完，他禮貌地
說：「OK，唔該晒！」約於7時01分，
黎明便伴着四位粉絲坐上摩天輪上，四
位粉絲坐同一排，黎明則與男工作人員
同坐，而這次也比上次坐得較長一點時
間，約有三分鐘共度一場「無名份的浪
漫」，玩罷摩天輪落到地面，黎明再度

跟四位粉絲握手，還幫其中的粉絲從地
上執起背包，之後又再跟她們自拍，離
去前更揮手說「bye bye」。
黎明昨晚於8時32分開騷，他上台跟
粉絲打招呼說：「大家好，我做完一日
工作來跟大家見面，希望大家有個開心
晚上，繼續順利，一陣見！」之後他便
落台去換衫，之後再上台唱了多首名
曲。黎明又向歌迷說：「最緊要你們開
心，你們開心我就安心！」全場觀眾即
向他揮手，他又說：「坐在高位置的人
會涼爽點，有點風，多謝你們。」
昨晚來捧場的嘉賓有黃心穎、向海

嵐、何國鉦、翁嘉穗、小肥、吳業坤與
媽咪、譚小環、姚子羚、黃智雯、蔡思
貝、容祖兒母親、蘇麗珊與男友游學修
等，黃心穎笑言細細個便喜歡了他，而
昨日她開工到七點趕來，她笑說：「全

個劇組都知我來看Leon，所以也不敢
NG太多。」
吳業坤帶媽咪來看騷，他笑言是由媽

咪耳濡目染，在自己未出世時媽咪已聽
黎明的歌，細個時也見過媽咪打電話去
投黎明是「最受歡迎歌手」，所以趁母
親節，他想給媽咪一
個驚喜，昨晚與媽咪
吃完飯就帶她來，只
說是到核心外圍聽
歌，故媽咪一直是全
不知情，坤哥笑說：
「媽咪從來未見過偶
像真人，所以便實現
她的夢想，一陣便會
舉手希望去到後台幫
媽咪集郵，做人生必
做的事。」

哭着哭着嗌嗌「「好好帥帥！！」」
吳業坤助母後台
吳業坤助母後台「「集郵集郵」」圓夢圓夢

女粉絲握
黎明手

女粉絲握
黎明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李慶

全）黎明演唱會今晚尾場，昨晚第七

場，黎明第二度跟粉絲同坐摩天輪，而

昨晚不似第一次般下大雨，粉絲亦不用

狼狽冒雨守候偶像，昨晚被抽中的四位女紛絲，兩位來自香港、一位上海及一位韓國粉絲，其中

韓國紛絲更是昨日凌晨三時來排隊，結果是朋友抽中讓給了她這個近距離接觸偶像的機會。

石頭許瑋甯任台北電影節大使
第18屆台北電影節昨天公佈五月天成員

「石頭」石錦航及演員許瑋甯擔任電影大
使，並拍攝宣傳照。石頭與許瑋甯的裝扮
很有夏日風情，一張是兩人甜蜜頭碰頭，
另一張兩人牽手共舞，石頭摟着許瑋甯的
腰，許瑋甯還俏皮閉單眼。

撒貝寧夫婦武漢辦婚禮
央視著名主持撒貝寧3月與加拿大籍女友李白（Liza）在北
京領證結婚，兩人昨日在撒貝寧的家鄉武漢舉行婚禮，有賓客
上載場地佈置及送給賓客的禮物—一把扇，扇面上除有水墨
畫外，並寫了兩句藏頭詩「寧得一人心，白首莫相離」，用夫
妻兩人名字中其中一字「寧」和「白」作詩開首。新娘李白一襲
白色露背婚紗，簡單而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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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

■■一對新人甜蜜一對新人甜蜜
咀嘴咀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撒貝寧夫婦在武漢舉撒貝寧夫婦在武漢舉
行婚禮行婚禮。。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黎明在一班性感舞蹈員旁演出。 ■黎明唱出多
首名曲。

■坤哥
帶着媽咪

來看騷。

■黃心穎從小便
喜歡黎明。

■許瑋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