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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奕霞山東報道）由華誼兄弟與
鄭鈞聯手製作、改自後者創作同名漫畫的3D動畫電影
《搖滾藏獒》即將上映，昨日鄭鈞劉芸夫婦攜新片到濟
南宣傳。從歌手到做動畫片，面對眾人質疑，鄭鈞稱用
了人生中很重要的六年去製作，是為了完成自己的夢
想；他更自信地稱該片將成為今年中國最好看的動畫
片。
鄭鈞指製作初衷是為了給成年的自己「補過童年」，

因本身是很簡單的人，但現實生活容易讓人變得複雜和
貪圖安逸，而動畫能夠讓人擁有童心，恢復兒時的那份
簡單。配音陣容方面，《搖》片除了鄭鈞劉芸一家三口
外，更邀得名導馮小剛、德雲社笑匠郭德綱、郭麒麟、
于謙、孫越、燒餅等喜劇大腕獻出配音處女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裡）陳嘉容(Eunis)昨日
當上義工，到社區中心
參與送暖行動，與「明
哥」陳灼明一同免費派
發物資給長者。Eunis表
示與明哥相識多年，大
讚他做善事不遺餘力，
所以明哥開聲要幫忙
時，只要她有空都必定
會支持。
除了曾幫明哥派飯

外，Eunis也偕其他慈善
團體合作探訪獨居老
人，她說：「老人家最
喜歡和我傾偈，他們最
愛講自己的年輕故事，
有時更當我是孫女一
樣。」問到哪次探訪經

歷最令她感動，Eunis
說：「記得探過一位公
公，家人都不理他，雖
然他很傷心，覺得人生
沒意義，但也堅持生活
下去。最重要是享受生
活，活得健康。」並稱
去探訪時都提醒自己不
要哭，因她的責任是帶

歡樂給大家，不能抱有
負面情緒。笑問有否影
響到將來生小朋友的意
願，Eunis說：「沒有保
證的，都是看緣分，所
以時刻要保持健康，將
來的事沒有人知。」

工作忙難拍拖
至於感情生活，Eunis

坦言沒拖拍，擇偶條件
方面只要雙方能溝通得
到，身高比她矮也不是
問題。「都期待但急不
來，現在忙拍ViuTV節
目，都沒有時間去識男
仔。」問她dry了多久？
她即撒嬌道：「不講你
知，用手指數下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趙碩之、張國強、
甄詠珊、黃芷晴及李美琪昨日出席活動吃壽司贏機
票，結果由張國強奪得大獎。趙碩之來到才知要吃
壽司，卻令她擔心吃得太飽會現出肚腩，因昨晚她
要做人體繪畫模特兒。
碩之表示之前她上戲劇班，認識一位畫人體畫像
很了得的男同學，便相約當其全祼模特兒，給他在
白恤衫上繪畫人像。碩之說：「這是我人生的一次
突破，自從上過戲劇班，覺得對自己認識多了，可
以拿內𥚃 的『質地』出來，發放藝術小宇宙。」她
表示今次突破，並沒告知媽咪，也沒收酬勞，她全
祼也不會感覺尷尬，最尷尬倒是怕吃得太飽會凸出
肚腩來。問到事前準備？碩之說：「要鬆開自己的
思想，像在排練室一樣，因為沒東西是不見得人，
也相信對方繪畫的質素！」要是全祼演戲或拍寫
真？碩之表示待自己經歷完這次突破才去想，但都
是看導演、攝影師和藝術質素。像今次人體畫畫出
來三點盡露，也不會規限對方的創作。

黃芷晴怕華仔「突襲」
黃芷晴由於剛患腸胃炎，昨日只吃下壽司飯，她

表示兩次去台灣回來也腸胃不適入院，苦笑有機會
再去當地拍劇的話，可能要自𢹂 食物。另外，當談及
uncle劉德華獲特區政府頒授銅紫荊星章，芷晴指前
晚有電影慶功，爸爸黃日華才跟華哥一起吃飯，下次
慶祝也希望自己有份參加。她又笑指希望華哥不要再
突然在她家出現，因他太靚仔，自己平日在家又太醜
樣，應先通知她一聲，給她時間裝扮一下。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李慶全）泳兒昨日
參與「星．聲滿載」
音樂會，與同是來自
新加坡的「鼟—室內
民族樂團」合奏演繹
《月亮代表我的心》
及《城𥚃 的月光》。
泳兒已很久沒返家鄉
新加坡，她指同學們
都已結婚生小孩，也
沒見過他們的下一
代，大家亦常問何時
輪到她，泳兒只好回
答一切隨緣。「在新
加坡的話，30歲前都
應該已結婚了。入了
娛樂圈，適婚年齡也
要推遲，不過相士都
說我會遲少少才結
婚！」

男友傷手擬追究
泳兒最近搬新屋，

她表示新居住得不
錯，只是大廈正進行
維修，很嘈吵，兩隻
愛犬不停狂吠，令她
沒覺好睡。談到其髮
型師男友幫她搬屋
時，夾爆了右手手指
入院縫了14針，泳兒
指男友需停工半個
月，當時他跟小型貨
車司機一起抬衣櫃，
但男友未縮開手對方
就關門夾爆了手指，
即時血流如注入院。
事後她向搬運公司投
訴，對方指這是司機
疏忽，與他們無關，
之後司機來電求和
解，卻表明只付茶
錢，不會賠償醫藥
費。泳兒說：「我們
只要求賠少少，也知
道貨車司機收入也不
會太高，但對方不覺

得自己有錯，毫無誠
意，所以啖氣仍下不
了。我會與男友溝
通 ， 是 否 繼 續 追
究。」

趙碩之瞞阿媽 全裸任人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
幾名青春女星包括陳瀅、衛詩
雅、Super Girls成員吳嘉熙、何雁
詩等，昨日出席《Pet Pet當家》
的群星寵物場。其中陳瀅帶了二
隻黑、白愛犬到場，問到哪隻較
黐男友何猷亨時，她笑說：「應
該是白色那一隻。他經常不陪我
拍拖，我今日便同兩隻狗仔拍
拖，(狗仔會否呷男友醋？)黑色一
隻較嗲，有人埋我身，牠便會
吠；白色那隻比較單純。」
陳瀅剛拍完手頭新劇，稍後會

返溫哥華探嬤嬤，而男友則不會
同行。(婆婆沒見過男友？)她笑
謂：「見過我兩隻狗，都是男
人，哈哈。」說到前晚出席樂易
玲的生日派對，陳瀅表示當晚很
好玩，叫到喉沙，問到今年是否
少了人出席？「這就不知道，我

都是第一年去。」

衛詩雅鬧爆衰租客
衛詩雅很愛小動物，家中養了

三貓三狗，她指鄰村試過租給一
位女性短期租客，但發覺該租客
搬進後不久，很多唐狗仔都不見
了。衛詩雅說：「我父母嗅到有
股特別味道，懷疑她食狗肉，即
時嬲到過去鬧對方。之後我又鬧
她一次，可惜沒有證據不能報
警。凡是關於動物的事，我都會
很激動，不能容忍。」
此外，Super Girls成員吳嘉熙

被問到另一組合FFx傳內部不和鬧
拆夥，吳嘉熙表示：「Super Girls
都會因工作有爭拗，大家都是為
件事好，但未去到不再合作的程
度，也不會傷感情。將問題拿出
來講，總好過藏在心上。」

鄭鈞自信《搖滾藏獒》
全年最好看

陳嘉容夥明哥行善 送長者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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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兒被同窗追問何時嫁

■衛詩雅對懷疑吃狗
肉的鄰居「無符」。■■陳瀅陳瀅((中中))笑指陪狗多過陪男友笑指陪狗多過陪男友。。

■■黃芷晴黃芷晴((中中))兩次去台灣開工都抱恙而回兩次去台灣開工都抱恙而回。。
■趙碩之接受全裸繪畫，倒怕吃
太飽凸肚子。

■■鄭鈞與劉芸宣鄭鈞與劉芸宣
傳傳 《《 搖 滾 藏搖 滾 藏
獒獒》。》。楊奕霞楊奕霞 攝攝

■泳兒被星洲舊同學
催婚。

■陳嘉容幫明哥做義工。

自2014年10月1日跟圈外人
William 結束愛情長跑

後，陳敏之和老公一直努力造
人，最終得償所願，且更是一索
得男，非常好彩。

逾二千網民讚好
敏之是在昨日下午於facebook及

Instagram宣佈有孕的消息，她在戴了
太陽眼鏡、身穿鬆身衫的相片中抱着微
隆肚子，留言說：「A baby is a bless-

ing. Thank you God for this amazing gift
from heaven above, a precious little prince

to cherish and to love.」(小寶寶是個祝福，感
謝天主從天國帶來這份奇妙禮物，一個值得珍
愛和愛惜的珍貴小王子)，加上留言中的BB仔
圖案及「我懷孕了」hashtag，敏之直接了當道
出自己現正陀男B的喜訊。而在短短6小時內，
已有逾2,200名網民在敏之的fb讚好及喜愛這
個重大喜訊，所有人都替她高興。
據報敏之特地選昨日來公開消息，一來她和

丈夫想趁放假才發佈；另外「7．1」亦是她的
契姐伍詠薇的結婚紀念日，可肯定這是祝賀伍
姑娘結婚17周年的最佳禮物。而在自爆有孕之
前，敏之日前亦在fb擺放修剪了頭髮的照片，
估計她和普遍孕婦一樣，留短髮方便陀B。另

外，有指敏之的預產期為明年1月，她稱會擇
日開刀，但又表示「造人」時沒刻意去計算出
生月份。

伍姑娘猜中係仔
對於契妹有喜，伍姑娘向傳媒表示早就知道

她有孕，更在敏之通知喜訊時猜到胎兒的性
別。然而約一個月前宣傳劇集時，敏之仍讓拍
檔張兆輝抱起合照，不怕對方不慎鬆手，認真
大膽。至於敏之在《Sunday好戲王》的主持拍
檔森美，也表示猜到她「有咗」，原來早前排
練時她不想站立太久，身為爸爸的森美立即
「醒水」，故特地多點扶她出入。

香港文匯報訊 現年37歲的「索腿天后」陳敏之，和老公William結婚已有1年零9個月，至昨日回歸日假

期她在社交網站宣佈有喜，而且更是預產期為明年1月的男孩子，確是可喜可賀。再者「7．1」也是敏之契

家姐伍詠薇的結婚紀念日，敏之以自己的喜訊來祝賀「伍姑娘」結婚17周年紀念，正宗是雙喜臨門！

揀「7．1」公佈雙重喜訊

陳敏之陀男陀男BB
11月生得月生得

■陳敏之趁昨日「7．1」
公佈懷首胎喜訊，肚內更
是男孩子。 網上圖片

■ 約 一 個 月
前，無懼意外
的敏之才被張
兆輝抱起做宣
傳。 資料圖片

■■敏之在人家的敏之在人家的BBBB面面
前咧嘴而笑前咧嘴而笑，，難道母性難道母性
大發大發？？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敏之趁着契姐伍詠
薇(圖)結婚17周年公
報喜訊。 資料圖片

■孕婦特別怕熱，
敏之數天前特地去
剪髮。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