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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井法子被問吸毒記招腰斬
曾經紅遍亞洲的日本女星酒井法子
2009 年爆出吸毒醜聞後，形象大
跌。昨天她在東京出席一間護膚產品
品牌的代言活動，是她的醜聞爆出
後，首度為商品代言。
留有一頭長髮的酒井，穿上一身紅
洋裝現身，顯得精神奕奕。她表示，
能擔任代言人，感到很榮幸，也覺得
有點不好意思。她還講出當年還是偶
像時的「法子語」（noripi語）說：
「能當上代言人，法子，超高興！」
今年是酒井出道30周年，她預告將
於9月22日在東京舉行紀念演唱會，
這將是她16年來首度辦演唱會。

不過，近日爆出女星高島禮子的丈夫、男演員高知東
生（本名大崎丈二）涉嫌吸毒被警方逮捕一事，在場傳
媒隨即追訪「過來人」酒井如何看待此事，酒井聞言臉
露尷尬表情，沉默無言，工作人員立刻擋駕說：「採訪
就此結束」，倉促完結記招。

杏兒冧夫「愛你一萬年」
昨日是胡杏兒與老公
李乘德（Philip）結婚 6
個月的紀念日，杏兒特
別在網上留言：「Hap-
py 6 months LG, if I
have to put an expiry
date to our marriage, I
wish it would be 10,000
years, thank you for lov-
ing me, I love you（老
公，開心地過了6個月，
如果要為我們的婚姻設一個期限，我希望是一萬年，多
謝你愛我，我愛你。）」相信Philip聽罷此愛的宣言肯
定冧爆。

何猷啟為女友慶生收香吻
賭王何鴻燊三房兒子何猷啟早前認戀外籍模特兒Ange-
lika Nikolaeva，昨晨他在instagram上載為女友慶祝他倆
拍拖後的首個生日照，相中兩人拿着蛋糕，Angelika向
男友送上香吻答謝，大晒
甜蜜。猷啟又留言：
「Happy Birthday」，附
上一個「心心」符號，
Angelika隨即留言送上多
個心心圖案回贈給男友，
旁若無人的隔空傳情。

47歲高齡順利誕女

伊能靜喜極而泣
香港文匯報訊恭喜！恭喜！現年47
歲的台灣女星伊能靜在美國誕下B女
「小米粒」，母女平安！而她與前夫庾
澄慶（哈林）所生的兒子「小哈利」同
樣在美國出生。
伊能靜的現任丈夫秦昊昨早在微博宣

佈喜訊，留言：「歡迎小米粒光臨地
球，我們家的兩個公主終於同框
啦！」，並上載一張妻女產房合照。其
後伊能靜轉發秦昊微博，透露自己激動

落淚：「哭得比小米粒皺的傻媽……」
伊能靜亦在facebook晒出她與囡囡的合
照，「小米粒」靠着媽媽肩膊睡覺，場
面溫馨。伊能靜還在相的左上角標明日
子6月27日，以示女兒是在美國時間6
月27日出世。
伊能靜去年與比她小10年的內地男星

秦昊步入禮堂，年初宣佈造人成功，但
高齡懷孕令伊能靜絕不好受，臨盆前全
身浮腫，還自嘲是「豬蹄」。不過二度

當媽的伊能靜依舊興奮，產前就為「小
米粒」準備衣物，並特地飛去美國洛杉
磯靜心待產。■酒井法子代言護

膚品牌。 新華社

■■猷啟與女友猷啟與女友「「放閃放閃」。」。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杏兒和杏兒和PhilipPhilip紀念結紀念結
婚婚66個月個月。。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伊能靜溫柔地望着初生女
兒。 網上圖片

■伊能靜標示女兒是在美國時
間6月27日出世。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女星徐熙娣
（小S）日前為金曲獎擔任頒獎嘉
賓時，因不停嗌蘇打綠主音青峰做
「峰姐」，令對方扮嬲作狀離席，
引起青峰歌迷不滿。小S昨日終就
此事在網上留言向青峰道歉！
小S留言道：「我說了一些話，

傷了一個好友的心！我很抱歉，還
好他心胸寬大原諒了我！這件事讓
我上了一課，再好的朋友，都不該
標籤~～也希望大家別那麼激動
了，畢竟兩位當事者已合（和）
好！原來我覺得幽默的事，卻可能
傷到別人，反省中～」
曾與小S主持多年《康熙來了》的

好拍檔蔡康永，也隨即轉發小S貼
文，並發表長文指其實自己也應跟小
S一起道歉：「金曲獎頒獎時開了不
正確的玩笑，當時是我陪s一起犯的

錯，所以道歉也應該一起道歉。我和
s搭檔這些日子，幾乎都是由着她
說，因為我自己是枷鎖很多的人，所
以遇到沒甚麼枷鎖的s，備感珍惜。
但這就表示我應該擔起過濾的工作，
過濾不夠周延，就是我的錯。（只是
s比我紅很多，所以通常砲火比較對
準她啦 )對於某些人來說可以吃得消
的玩笑，對於其他不同處境的人來
說，極可能就構成吃不消的霸凌，而
帶來傷害。這是我們這次錯誤最危險
的一點。世面上的玩笑話，其實常常
帶有歧視的成分，對老的、醜的、病
的、各種族群的、各種語文的歧視，
都很常見，所以，有志於以開玩笑為
專業的人，要拿捏好分寸。我這方面
常常做不好，幸好節目（《康熙來
了》）收了，但仍和s及各位繼續共
勉之。」

李施嬅於《純熟意外》當中原有三個角色，
第一個是古裝的角色，與喬文傑（吳啟華

飾）飾演苦命鴛鴦。第二個是上世紀八十年代
的一個醫生，與喬文傑結婚後因為身子差難產
而亡，誕下殷然（蔡思貝飾）。第三個是現代
角色，與喬文傑之間有神秘的聯繫。李施嬅此
次一人分飾三角，對她而言並不是一個很大的
挑戰。「三個角色並不是同時間出現，其實在
演技上並沒有很大的難度。我之前在《寒山潛
龍》中更扮演兩個會同時出現的角色，那時候
更具難度。今次在三個不同的時代，有三個不
同的造型，好像在拍三套不同的劇集一樣，不
過都要花時間去準備。」
李施嬅與劇中的演員合作得非常愉快，「我
與黎諾懿在2004年的時候曾經合作過，這次時
隔十年後又再一次合作，感到很新奇和開
心。」平時與黎諾懿已是好朋友，而在劇中與

他會有親熱的場面，李施嬅經常笑場，坦言與
他拍劇需要更大的投入度。相反對於吳啟華是
第一次合作，對他的印象是一個很有經驗的前
輩。「初時與他合作會感到緊張，但後來因為
他的親切和幽默而覺得放鬆，前輩很有型。」

客串非壞事從不推劇
而李施嬅與蔡思貝之間的合作亦非常愉快，

並非如傳聞中所說有爭戲份的情況：「新人是
應該多點出鏡，賺多點經驗，讓觀眾可以多點
看見她。大家說經常在電視上看見她，我認為
這個階段每個人都會經歷。我初入行時也經歷
過這個階段。」
問到看到蔡思貝會否想起以前的自己，李施

嬅答道：「現時的形勢已與我入行時不能相
比，那時候的演員都需要慢慢累積經驗，很少
可以一入行便擔當女主角。」

李施嬅強調不會眼紅蔡思貝，「她一步登天
需承受很大的壓力，亦會產生很多負面的新
聞，相反一步步累積經驗，並得到觀眾的認同
並不是一件壞事。現時對於蔡思貝來說是一個
磨練，只要過多兩三年別人便不會記得她的負
面新聞，那時候她只會是一個有資歷的演員。
每個人都很努力地在等待一個機會，而她是比
較幸運的一個。」
至於她可有刻意少接客串劇？她強調入行以

來從沒有推過劇本：「客串並不是一件壞事，
之前客串的角色大眾的反應都很好，有時候客
串的角色反而需要更高的演技，對我來說是一
個很好的挑戰。」她又表示：「我應該好好檢
討自己，為什麼吸引不到導演去選擇我參與電
視劇的演出？我不會怪責公司沒有給予機會。
我對於女警的角色非常感興趣，想挑戰較為硬
朗的角色。」

將來嫁人也不棄從演
對於之前傳出她希望嫁富豪淡出娛樂圈的傳

聞，她澄清：「簡直是無中生有，完全沒有這
個想法，更沒有結婚的打算。我的性格比較好
動，即使嫁了也會選擇繼續做演員的工作。」
李施嬅在有空檔時會學習其他的技能增值自
己，預備好自己投入下一個角色。
而提到一班好姊妹胡杏兒、胡定欣、胡蓓蔚

等，李施嬅很高興與大家同一行但沒有互相競
爭，而且彼此之間無所不談。她興奮地說：
「大家都有不同的長處，可以互補不足和互相
推動，更可以減低工作的壓力。」她形容杏兒
處事很好，而蓓蔚時尚感很好，定欣則是運動
能手，而自己則很懂美食。

李施嬅（Selena）曾出演多部無綫電視劇，更多次獲得「我最喜愛TVB

電視女角色獎」，累積豐富的演藝經驗和觀眾緣。近日她於劇集《純熟意

外》當中擔任客串，但因為無綫力捧蔡思貝而被刪減戲份，淪為配角，觀

眾亦為其大叫不值。對於同是港姐出身的小師妹蔡思貝一出道已擔正，入

行13年的施嬅自言現時的形勢不同，但一出道便當女主角要承受很大壓

力，自己慢慢來反而讓觀眾接受。

一步登天大壓力難以承受

李施嬅循序漸進
不妒忌蔡思貝不妒忌蔡思貝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吳文釗）無綫兩位
「 咪 神 」 張 秀 文

（Sammi）、陳婉衡昨
日與林泳淘分別穿上性
感裝扮出席《香港動漫
電 玩 節 2016》 記 者
會，Sammi笑言怕衣服
太性感，太鬆身會掉下
來，要不時檢查衣服。
提到早前被拍到與經理
人當街親熱，她堅稱與
對方只是朋友關係，更
沒想過與經理人拍拖。
對於與經理人傳緋

聞，張秀文對報道感可
笑，她笑道：「我們只
是普通朋友出街，有時
我買出席活動的衫，都
會問他意見，因為經理
人是最了解我。」
Sammi解釋當日被經理
人攬，是二人在開玩
笑，她說：「因為我一
直在囉囉唆唆，他就嚇
我信不信在鬧市中攬住
我，讓我收口，結果我
們第一次當街玩就被人
影到。」Sammi稱被攬
後有即時推開對方，坦
言今次學了一個教訓。

問到經理人是否追求
她？她說：「沒有，我
們是好朋友。（有發展
機會？）沒特別傾過，
我也不是沒拖拍就不行
的人，自己一向少緋
聞，現在搞到不敢出
街，我已經乾到裂
開。」Sammi稱他日會
否公開戀情，要視乎另
一半的意願，又強調與
經理人沒有同居，只是
鄰居關係。問到是否公
司不准她拍拖？她說：
「公司沒有叫我不要拍
拖或低調，都是隨
緣。」Sammi又公開自
己擇偶條件，並非追求
靚仔、有錢和有地位，
最想找一個心靈伴侶可
以溝通到。笑問經理人
尚欠什麼未能成為男朋
友，她說：「他做朋友
是完美的，但拍拖是另
一回事，我很慢熱，不
是容易去認定一個人，
這一刻沒想過要發
展。」

嗌青峰做「峰姐」小S發文致歉

經理人當街攬實
張秀文堅稱朋友關係

■李施嬅寧
願累積經驗等待
機會到來。

■■李施嬅李施嬅
望望有機會有機會
演女警演女警。。

■■施嬅與施嬅與「「三三
胡胡」」的友情在的友情在
圈 中 難 能 可圈 中 難 能 可
貴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張秀文張秀文

■■李施嬅首次與吳啟華合作李施嬅首次與吳啟華合作。。

■青峰當晚榮獲金曲最佳
作詞人。 中央社

■■小小 SS 近近
日又因在日又因在
金曲獎說金曲獎說
錯話引起錯話引起
風波風波。。

中央社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