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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伍詠薇老公練海棠被指與「巨胸女」偷食約會兼車震，

昨日伍姑娘如常為有線節目工作，與嘉賓林奕匡拍攝《伍姑娘真識食》，她表示對老公

投信任一票，笑言對方有跟她說聲「不好意思」，如果說「對不起」就代表真的有做

過，也不希望老公會跟她說這句話。

因練海棠偷食事件曝光後，吸引大批傳媒採
訪伍詠薇，伍姑娘也有備而來逐一接受訪

問，問到看到報道後有何反應，她說：「有少少
嚇倒，因為一早收到記者朋友傳連結給我，我不
是個早起身的人，乍看一下沒事，有嚇一嚇，之
後再行出廳看清楚片段，自己消化完就冷靜下
來，然後叫醒老公看。」伍姑娘笑指大家以為她
會大吵大鬧，但其實她在幕前雖然會大癲大肺，
但處事會比較冷靜，她說：「我會先問他發生什
麼事，可惜今（昨）天要早出門，所以只談了個
多小時，了解一小部分的故事，我只可以答工作
完後，會返家關門再了解家事。」

檢討自己代夫道歉
伍姑娘坦言對報道有不快，但另一方面也會檢

討自己，她說：「我不會全怪對方，我是否也疏
忽了家庭？這是我天真地去想，是否我太忙工作
太密集，所以夜晚大家都少溝通，所以他就曳曳
出街飲嘢，但應該沒有大家的幻想和估計咁
多。」伍姑娘雖然未清楚事件，但首先會信任家

人，她笑道：「事實他是有出街，他抵死、他抵
打，所以狗仔隊是有用的。」如果車震事件屬
實，會否考慮分開甚至離婚，她說：「不同年齡
有不同的想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離婚），我
是睇戲要先知結果的人，我問了結果和重點才放
心出來工作。我態度是信任我家人，其他人可以
去評論，但不能左右我想法，回家了解件事後會
再去想。」至於是否認識片中「巨胸女」，伍姑
娘笑道：「我不識，如果識的會更嬲，如果是陳
敏之會好嬲，或者是袁詠儀怎算？人妻，死
啦。」伍姑娘表示凡事總有原因，不會只怪責對
方，也會檢討自己，笑言老公如逗得她歡喜，也
會多抽時間陪他。

17年婚姻底子厚
伍姑娘有感觸道：「今年7月是我們17周年結

婚，我們個底好強，一段關係踏入17年不是短
時間，作為家人我都需要支持他，現在就反他又
點算是家人呢？所以多謝大家關心，不好意思令
大家擔心，我代練海棠跟大家講聲對不起。」會

否叫老公出來澄清事件，她說：「不會，他已有
他的報應，被狗仔隊揭發，而且他是圈外人，已
跟他說在街外見到人也不要回應，由我答晒。」
下月結婚周年會否慶祝，她說：「今年都有計
劃，自己喜歡二人世界，但現在未知，工作上未
必容許我去慶祝，或者低調慶祝，等我先審了
他。」
至於老公是否已跟伍姑娘認錯，她說：「他

有講『不好意思，搞到你』，未至於要講『對
不起』，我也希望他不會講『對不起』，因為
代表有做過。」伍姑娘強調一段關係不能單
向，不給機會另一半，說道：「我要了解完整
件事才決定收不收貨，我也是個明白事理的
人。」會否勸老公避免異性埋身，她就說：
「又不會，因為是雙向的，我不會抗拒，也不
會不讓他跟女性去吃飯，總之要互相尊重。」
伍姑娘更笑稱老公已不是第一次被狗仔隊拍
到，她笑道：「上次就真的沒事，他只是與人
交收產品，我都知屋企沒飯開，經常叫外賣，
但我堅持不會煮飯。」

老公被指偷食「巨胸女」

伍詠薇不不想想聽聽
「對不起」

香港文匯報訊電影《寒戰2》除了演員陣容比上
一集更浩大外，製作規模上亦龐大不少，其中一場
「走犯」大場面更是於西營盤港鐵站拍攝。在香港
任何公共場所拍電影，都要經過申請、審批、許可
等諸多過程，而港鐵使用率太高，不是能隨便空出
來借出拍攝，幸在電影製作團隊努力爭取下終能夠
借到西營盤站作拍攝。
今次在港鐵中拍攝可謂分秒必爭，劇組只能在凌

晨二時才可以安排拍攝器材入內，拍到五時左右便
要離開，而且該場口需要到臨時演員約二三百人，
所以在正式拍攝前劇組特別租了一個體育館作綵排
之用，務求拍攝時更加順利。該場講到郭富城在充
滿市民的港鐵站內押送彭于晏並且手持一個載有炸
彈的行李箱，其間彭于晏在同黨楊祐寧協助下向人

群方向逃走，而城城則要向另一個方向奔跑，免得
手上炸彈傷及無辜。
由於場面涉及不少調度及動作場面，任何一方包
括臨時演員稍有差池便要再耗時重新拍攝該鏡頭，
所以城城及彭于晏也因此而奔跑了很多次，彭于晏
更笑言：「快跑到沒氣了。」城城也表示：「每一
日夜晚大概11點鐘準備，開始化妝，開始整頭，每
日係得4個鐘頭拍咋，所以時間好趕啦，我哋大家
都要集中精神，劇組都專登搵到個地方畀我哋去綵
排，所有臨時演員、主要演員都去排，所以落到去
現場就慳返好多時間。雖然我哋已經做咗好多準
備，但去到都可能遇到一啲問題存在。但係大家都
好認真同埋大家都好專注、好集中，所以雖然嗰幾
日時間有限，但我哋都能夠順利拍攝完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林峯
昨日到新城電台宣傳新歌《旁觀者
悲》，他指最近再收到一首新風格歌
曲，正找作詞人填詞，希望會給歌迷
一份驚喜。
林峯完成演唱會，下半年將集中演
戲，下月中返內地拍劇。至於無綫開
拍《溏心風暴3》，他跟陳
法拉都未能參與演出，令不
少網民也覺可惜，指劇集會
變得面目全非，林峯表示
《溏心風暴》第一跟第二集
的故事也不一樣，演員架構
亦不同，兩者已是沒有關
係，唯一相同是幕後班底，
希望演出新劇的演員會有火
花。

另他被拍得日前跟女友吳千語去撐
枱腳，林峯無奈說：「我都要吃飯
呀！之前為演唱會也沒怎樣吃過！」
現在體重回升？他指之前減到139
磅，現回升了近10磅，不過他仍會堅
持健身，因為不想看到自己長肉，會
控制體重保持在150磅以下。但返內

地工作，不少藝人也發胖回
來？他表示將帶慢煮器去煮
鷄胸肉當餐。他透露待拍罷
兩齣新劇後，明年初尚安
排了一些工作，到明年中
才會舉行巡迴演唱會，地
點包括東南亞、美加及澳
洲，內地過去只做過廣
州，今次也希望可於其他
內地城市演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莊思明（Lisa）、岑杏
賢、孫慧雪及鄧佩儀等昨日到尖沙咀出席《2016 TVB
最受歡迎電視廣告大獎》記者會，現場並揭曉各獎項候
選廣告名單。
正與楊明熱戀中的Lisa，提到男友楊明仍在深圳拍
劇，Lisa透露男友雖然不在香港，但買了一隻柴犬BB
陪她。笑問柴犬BB代表男友？Lisa說：「唔係，佢知
道我隻芝娃娃兩年前走咗，最近我哋一齊行狗舖，他話
『見到我望住那隻狗的眼神就知我喜歡』，第二日便打
電話去留。」她說這是首次收到男友送驚喜，但因為男
友本身對動物敏感，不能夠長時間對着。問到日後若結
婚如何處理？Lisa說：「無諗到咁長遠，到時再算。」
另男友近日內會完成拍攝返港，Lisa亦希望有機會情侶
檔拍廣告，任何種類都可。
另外，提到裕美被指因偷食黃子恆，正辦理離婚？

Lisa表示與女方較熟，但不清楚對方正在辦理離婚，自
言不會八卦別人私生活，不過都感奇怪，對方以前很久
才出席一次朋友聚會，但近日經常見到她出來。她又
說：「裕美無提過離婚一事，我哋係傾到偈，但唔係咁

熟，（裕美瘦了好
多？）佢話係減肥。
（可有覺得她不開
心？）唔覺得。（可相
信報道所指？）我唔方
便評論別人私生活，相
信佢哋係朋友。」
孫慧雪近日在劇集

《純熟意外》的演出獲
觀眾讚賞，除人氣急升
外，工作亦多了不少，
近日就接拍了多個廣
告。她謂接拍的網上廣
告多是搞笑及要少少性
感，因為多是宅男收
睇，試過要求她穿波衫
襯短褲。問到會否接受
更性感演出？阿雪坦白
說：「睇價錢同橋段吸
唔吸引，都可以嘅，啱
啱推咗個要我着三點式
做sit up嘅廣告，我覺
得唔合理推咗。」

郭富城彭于晏港鐵站內狂奔

疑似吳亦凡床照流出
香港文匯報訊近日有人自稱是韓國男子組合EXO前成員吳
亦凡女友，並在微博上傳幾張疑似與吳亦凡的對話截圖，其
後吳亦凡工作室對此發表聲明，澄清「女友」一事屬虛構，
嚴重侵害吳亦凡的名譽權等合法權益，明言會作出相關法律
追究。
隨後再有網友上載兩張疑似吳亦凡睡覺中的照片，其後又極
速刪除微博，不過照片已在網上流傳。有粉絲指照片中的男子
後腦勺無疤痕，由此推斷非吳亦凡本人。而吳亦凡的經理人則
在微博回應：「看到了，大家稍安」。

成龍：老外都來學中文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電影市場在全球

已舉足輕重，動作巨星成龍日前在上
海電影節揚言外國讀電影的人願意前
來 學 中 文 。 《The Hollywood
Reporter》引述了成龍就《魔獸爭霸：
戰雄崛起》於內地兩天已錄得6億人民
幣票房時說：「這令美國人吃驚。如
我們能令一齣戲賺得100億(人民幣)，
各地讀電影的人都會去學中文，而再
非由我們去學英文。」

錢小豪讓細仔決定將來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洪嘉禧）錢小豪和他的細仔穎德感

情深厚，經常一同結伴而行。為了彌補愛兒童年錯失的時光，
錢小豪都盡量抽空陪伴穎德：「囝囝幾個月大時，我去北京做
導演九個月，後來見返囝囝時，佢已經識跑，我當時個心好唔
舒服，因為我錯過佢由爬到行的過程。」他強調不想再有任何
遺憾：「之前一段婚姻已經有個遺憾，我唔希望再錯過囝囝成
長每一個第一次。」
錢小豪予人硬朗的形象，而穎德遺傳了其好動的性格，無論
跳舞、功夫、賽車等，樣樣皆能。問到錢小豪是否刻意培養
「翻版自己」？他表示：「潛意識會，好自然會將自己擅長的
教畀佢，等佢同我有共同喜好，父子間就唔會有隔膜。」對於
兒子將來的發展，錢小豪雖然鼓勵他進娛樂圈，但穎德卻坦言
從沒想過入行，對此錢小豪表示：「他有自己主見，我唔會迫
佢或者阻止佢，最重要佢自己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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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峯堅持健身控制體重

■ 錢 小 豪
(中)及兒子
穎德(右)接
受 有 線 訪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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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講述郭富城在港
鐵站內押送彭于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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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海棠夫
婦不時恩愛
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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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文現身貴陽大受歡迎。

■成龍揚言外國讀電影
的人願意前來學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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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慧雪孫慧雪

香港文匯報訊譚耀文
近年憑演出電影人氣急
升，日前他現身貴陽出
席活動擔任演出嘉賓
時，魅力吸引了過千粉
絲捧場，逼爆商場。譚
耀文即場獻唱兩首歌答
謝粉絲，現場所見，粉
絲團除有大批年輕粉絲
外，小至幾歲大的小朋
友都有，令他相當驚
喜。譚耀文指他一出場
就見到前排有很多小朋
友，於是他一直留意小
朋友的安全，因怕他們
會被後方的人群擠迫，
幸好見到後排的大人們
都相當照顧小朋友，才

讓他放心下來。
又取笑他成功開拓年

輕人市場，他笑着解釋
道：「應該是追隨我的
粉絲都不經不覺陸續結
婚嫁人生孩子，他們的

孩子都被迫跟隨父母變
成我的粉絲，哈哈！不
過剛才見小朋友都看得
好投入，仲跟拍子口噏
嗡 跟 住 唱 ， 都 好 窩
心。」

譚耀文成功開拓年輕人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