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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哥收到太太
的「郊遊樂」大蛋糕
即開心地攬實發嫂自
拍，留下美好的回
憶。

■發哥的生日
願望，希望做
人開心快樂。
人開心快樂
。

妻贈「郊遊樂
郊遊樂」
」蛋糕賀 61 歲牛一

發哥揭 養 生 之 道
多做運動

■黎燕珊的囡囡詠詩及兒子
德權和她慶祝生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周潤發前日度過 61 歲生

辰，向來低調的發哥，生日依樣平淡地度過，早上行山晚上與友好

食餐飯切生日餅，發哥一樣開開心心，皆因愛妻發嫂常伴他左右，

今年更特別訂造了一個「郊遊樂」的大蛋糕送給老公，捧上蛋糕

■黎燕珊的一眾好友提早和
她慶祝生日。

時，發哥即開心地攬實發嫂自拍，留下美好的回憶。

發哥生日當天，一早獨個兒去行山，但都被幾位行山友發
現，還要求合照留影，直到晚上發哥則偕太太陳薈蓮及多

位好朋友到銅鑼灣吃中菜賀壽。當然發哥愛妻發嫂最有心思，
預早在餅店訂造了一個以郊遊為主題的大蛋糕，蛋糕上一片綠
色草地上有座山及單車，另外還有懷舊相機及電影菲林，均是
發哥每日生活上的最愛，蛋糕上更寫上「老婆：祝心想事
成！」發哥細看這有心思的蛋糕後，即答謝身旁的發嫂說：
「老婆，都是你最知我心意，多謝你這麼有心思！」之後發哥
又施展其自拍神技，跟太太合照留下難忘一刻。

愈運動愈精神
至於發哥的生日願望，他當然希望身體健康，更希望做人開
心快樂。發哥隨即談起其養生之道，他指以前會認為調理身體
好重要，所以早幾年沒停過看中醫，但自從這兩年開始選擇運
動去行山及跑步，發覺愈運動就愈精神，因為心肺功能好了，
等同五臟六腑能夠郁動到，病痛也自然遠離，根本再不用去看

醫生，所以現在他不用開工就去行山或慢跑，保持每日約一小
時的運動量，而發哥現在的體魄更勝年輕人！

黎燕珊隨時迎接「春天」
另外，黎燕珊(Eva)於今日生日，囡囡 Wynce(詠詩)及兒子德權
早已安排和她到外地慶祝，所以早前一班好友就提前為她慶祝
生日，當她見到大家花心思安排生日會非常感動，故在生日蛋
糕前許願希望自己、家人及朋友都要身體健康，當然希望在工
作上有更多新嘗試，既為興趣亦最好財源滾滾來，還笑言隨時
準備迎接「春天」。 珊姐稱如今子女長大，自己算是放下大半
包袱，也會想想未來，如果遇到另一半陪她度下半生，這是一
種恩賜，但不會強求，何況子女疼她，即使如今一個人，還有
一大班好朋友，工作之餘就做義工，她深信自己會越活越快樂
及有意義。當日生日會，恰巧陸浩明與女友及區永權在隔鄰亦
開大食會，得悉珊姐生日，雖然未合作過，但都專程「過檔」
祝賀壽星女更賣口乖大讚珊姐沒有年齡數字壓力，因為靚得天

然。

張晉片場收蛋糕感驚喜
至於昨日41歲生日的張晉，正忙
為新片趕工，前天仍在片場趕拍
電影，拍攝一場重要對打戲份。導
演李子俊及動作導演李忠志連同工
作人員前天下午趁準備轉景拍攝
時的小空檔，拿出提前準備好的蛋
糕及小食，為日以繼夜不停拍戲的
張晉唱生日歌，來一個突發的生日
派對。張晉倍感驚喜，更表示： ■張晉(右二)感謝劇組安排
「沒諗過可以在片場提早慶祝生 正日生日放假。
日，特別多謝子俊、志叔（導演李子俊及動作導演李忠志）同一班
工作人員的心思！有他們陪我過生日好開心！生日放假的計劃就係
送兩個小朋友返學，之後和太太拍拖！」

鄒凱光體驗跨境學童返學滋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女
子組合 Robynn & Kendy 及導演鄒
凱光，早前為 ViuTV 拍攝實況娛樂
節目《同 2047 特首上學去》，化身
小學生入學校上堂一星期，節目將
於今個星期六首播，昨日三人穿上
校服出席記者會分享校園趣事及感
想。原定出席的卓韻芝，遲遲未現
身，公關指阿芝遇上交通意外未能
出席，但人沒受傷。
被同學指她們與現今小學生有代
溝的 Robynn & Kendy，昨日活動
上獲頒發「堅離地大獎」證書，不
過她們表示拍完節目仍與同學有聯
絡，手機有個群組保持聯絡，更大
爆同學仔秘密：「可能有些同學踏
入青春期，特別多鹹濕笑話，同埋
時下小朋友都早熟，有個小五男同
學仲話已拍拖兩年，三年班已拖手
仔。」Robynn 就笑指 Kendy 爆同學
的秘密實不是太好。
導演鄒凱光在節目中要去化身小

三學生，體驗跨境學童返學的滋
味，他說：「朝早五點起身由內地
返香港返學，幾個鐘車程，諗返細
個返學由土瓜灣行去紅磡，但時下
學生比我仲艱辛好多，(學生好大壓
力？ ) 又唔係，可能無比較就唔係
好大壓力，反而我就慫恿他們唔好
做功課去玩。」獲頒「最喊得大
獎」的他解釋爆喊原因：「同學仔
同 我 Farewell， 每 人 走 來 攬 我 一
下，又講一句想我做到的事，他們
叫我畀心機、拍好電影、拿金像
獎，原本忍到，但有一個女同學叫
我唔好喊，我就爆喊，我都幾十年
無喊過，對上一次係曼聯拿三冠
王。」他謂最節目最大得是發現
自己仲有感情。問到會否拍小朋友
題材電影？他說：「之前同古天樂
傾過，話拍五個校長一個小孩，講
教育制度。」

■ 馬浚偉接
受頒「
受頒
「 馬最
曳大獎」。
曳大獎
」。

■女子組合 Robynn & Kendy 及導演鄒
凱光化身小學生入學校上堂一星期體驗
學生生活。

馬浚偉獲發
「馬最曳」大獎

定會受到尼泊爾觀眾的喜愛。
尼泊爾文化、旅遊和民航部部
長波卡雷爾發表講話時說，一千
多年前，玄奘法師萬里迢迢來到
尼泊爾，在《大唐西域記》中用
文字證明了藍毗尼是佛祖的誕生
地；而現在，尼泊爾修佛法的人
越來越少，講述佛陀故事的電視
劇《西遊記》一定可以把佛教的
精神發揚光大。

■電視劇《西遊記》尼泊爾語版
首映式舉行。
新華社

黎姿暫不復出幕前工作

尼泊爾語版《西遊記》佛祖故鄉首映
新華社電 包括孫悟空扮演者六
小齡童在內的數百位中尼來賓，
前晚參加了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
都舉行的電視連續劇《西遊記》
尼泊爾語版首映式。專程赴尼的
六小齡童表示自己去過世界上很
多國家，最渴望去的國家是佛國
尼泊爾，這次終於成行，非常高
興。
六小齡童透露，他正在與美國
方面合作，用 3D 技術拍攝魔幻電
影《敢問路在何方》，爭取能夠
來尼泊爾取景。在這位蜚聲中外
的演員看來，1984 年《西遊記》
開拍的時候，沒有來到佛祖故鄉
拍攝是一個「永遠的遺憾」。
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政務參贊
程 霽 發言 時 表 示 1986 年 《 西 遊
記》剛播出的時候，他還是高中
生，跟著爸爸一起看電視，現
在，他的兒子也在看。所以，他
相信尼泊爾語版的《西遊記》一

因事「缺席」的馬浚偉及卓韻
芝，之後亦分別獲補發「最好勝大
獎」及「馬最曳大獎」，被安排就
讀名校聖士提反小學的卓韻芝，笑
談自己和其他同學仔的競爭，表示
拍攝前誤以為聖士提反小學的同學
很「得戚」，但認識後卻發現同學
很友善，更教導她完成困難的數學
功課。馬浚偉則笑認自己是「馬最
曳」，因為他常常作弄同學，又要
其他同學幫他拿飯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
被喻為「美魔女」的黎姿昨日現
身會展出席《ERB 人才企業嘉許
計劃頒授典禮》，為她的美容公
司攞「人才企業」獎。黎姿接受
訪問時表示今次攞獎真係好開
心：「當然開心又驚喜。不經不
覺我的公司已成立超過十年，由
家庭式經營發展至今天成為一所
企業，更踏入一個新紀元。我們
會不停吸納人才，人才對我公司
來講係好重要。我由十多歲開始
演藝事業，到現在四十多歲可以
另外有一個新發展，是我人生的
一個新階段，我都會繼續同公司
上上下下每一位員工一同學習，
不斷培訓自己，裝備自己。」
對於不停有人希望黎姿復出幕
前工作，黎姿說：「我冇諗呀！
不過都有好多呢行的人不斷聯絡
我，內地公司就會 e-mail 搵我公
司，因為搵唔到我。將來我唔 ■黎姿代表公司獲大會頒發「人
才企業」尊稱。
知，不過現階段就唔會！」

盧冠廷望演唱會帶出和平訊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 盧冠廷昨日舉行發燒碟
試聽會，太太唐書琛也到場支
持，他亦即場獲唱片公司高層
黃劍濤送上「竹」盆栽，寓意
其君子風範，也預祝新碟銷量
「節節高升」。
盧冠廷最新發燒碟將於本
月 25 號推出，提到上一張發
燒碟獲白金銷量，他笑言也不
知今次會否能超越上一張的成
績，不過今次選了 8 首其他歌
手的名曲，與上次選唱自己的
歌有點不同，而今次他有時候
都會在家中錄音，感覺會比較
自然和放一點，起碼是沒在錄
音室般有時間限制。今次唱片
中，收錄了當年關正傑的《雪
中情》，盧冠廷表示這首歌他
原來有份情義結，原因是他於
1967年在外國讀高中時，老師
叫同學們朗頌詩歌，但他卻提
議唱歌獲黑人老師接受，他便
在同學面前唱了三遍人生第一
首作曲的歌，而這首歌正正跟
《雪中情》的樂曲很相似，他
估計這位台灣作曲人可能正是

當年的同學之一，但他亦沒去
考究過。盧冠廷於 6 月會在紅
館舉行兩場演唱會，他坦言很
希望能夠有所突破，也希望能
在演唱會上帶出愛與和平的訊
息。
另提到無綫與環球唱片公
司傾網絡使用權續約問題上
出現分歧，無綫要求永久性使
用環球歌手的歌曲網上播放及
海外使用權，此舉令環球唱片
拒絕接受。盧冠廷表示不知情
況，也不擔心會影響宣傳，他
簽一間公司感覺做得舒服的
話，也會跟從公司方向和決
定。

■盧冠廷獲唱片公司高層黃劍
濤送上「竹」盆栽。

葉麗儀享受湊孫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葉麗儀與
鮑比達昨日到電台宣傳電影《終極勝利》
歌曲，葉麗儀表示一月受好友鮑比達邀
請，專程到北京錄音，她指電影是講述著
名英國傳道者，在中國傳道時遇上日本侵
華，結果被關進集中營的故事，她會獻唱 ■葉麗儀與鮑比達
電影的片頭和結尾歌，也受邀出席英國舉 宣傳電影《終極勝
利》歌曲。
行的首映禮。
鮑比達表示作曲期間，獲導演冼𣏌然欣賞，提議他不如找人
來演繹歌曲，他一想就想到由葉麗儀獻唱。葉麗儀也很榮幸參
與國際性音樂計劃，留港短短數天的她，笑言要趕返澳洲照顧
孫兒，還展示她手機中孫仔、孫女的璧紙，她說：「星期六要
返去湊孫，8歲的孫女要考試，所以要跟下她的功課。」葉麗儀
稱孫女在學校仍未學中文，但在家中有教她說廣東話，而且非
常流利。葉麗儀表示很享受現時的湊孫生活，笑言兩個孫再大
一點就有他們自己的節目，不會跟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