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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囑偉仔羅馬拍戲小心
叮囑偉仔羅馬拍戲小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首辦的

「光。影。香港夜」將於11月18-20日，

在香港9個歷史古蹟及地標包括文武廟、藝

穗會、皇后像廣場及香港大會堂等，配上

立體光影投射及燈光藝術裝置，串連成獨

特的光影長廊展出。「光影大使」劉嘉玲

昨日出席記者會協助宣傳是次介紹香港歷

史文化的光影展覧，她指年輕一代未必對

香港本地歷史文化有太深認識，今次正好

透過展覽介紹出香港故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陳瀅昨日一身白裙
出席香氛品牌活動，司儀為她噴上香水，她坦言自
己向來專一，鍾情的香水會不變心。陳瀅與男友何
猷亨感情轉淡，她近期都寄情工作，她笑說：「見
我今日做緊嘢就知，真的在忙！」但她表示並非沒
拖拍才多接工作，是公司一向安排得好，自己也努
力工作，加上之前放假有少許放縱，現也要努力
了。提到她自言專一，對感情又是否一樣難以放
下？她解釋：「專一是對人，適當時候就會懂得放
手，專一跟不肯放手是兩回事！」那已放下了沒
有？她答謂：「我不是Aggressive，心態好放鬆，少
了壓力。」她指其實跟猷亨尚保持聯絡，像她之前
回應感情事，猷亨都是知道的，他倆之間有溝通及
共識。

陳瀅隨之反問傳媒為何不讚她瘦了，記者即笑問
是否為情消瘦？她帶笑說：「不是啦，只是現在書
展，今年沒機會出書，希望明年可以出一本，也只
好在Instagram放些相。」提到她剛回溫哥華探外
婆，也在網上甫了性感泳衣照，問她在沙灘有否男
生來搭訕？陳瀅說：「沒有呀，不過自己少泳
衣，也不是大家想像中般保守，所以反應都幾
好。」其中有見她露出美臀？她笑指去年的寫真更
勁，下次再出書也未知是否寫真，但希望會親自執
筆。

陳瀅回復單身，直言沒出現追求者，她笑說：
「應該沒人敢追我，也沒有人追，可能我太愛工
作，已經跟工作訂了婚，即使有也要過到劉佩玥和
何雁詩這關！」再拍拖會否考慮圈外人會沒這麼大
壓力？她表示未想得太長遠，因剛才可以舒服和輕
鬆了點，暫時也不會想感情事，還是專注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靜儀）洪卓立(Ken)與女友
湯怡、貝安琪與男友Simon
及母劉香萍、陳婉衡及顏子
菲等前晚出席電影《捉鬼敢
死隊》星群優先場。

貝安琪前晚首度偕同男友
Simon出席公開場合，她透
露與加拿大籍男友已認識十
幾年，大半年前參加朋友婚
禮重遇，已拍了五、六個月

拖。見Simon與其母言談甚
歡，安琪坦言母親都有催
婚，自己可能很快嫁出，有
好消息會告訴大家。

湯怡前晚與男友拍拖睇
戲，她謂最害怕看鬼片，除
非有男友陪睇或一班朋友陪
伴睇就不會驚。早前阿Ken
再被誤傳死訊，湯怡說：
「當時好擔心， 雖然知佢
去咗朋友屋企打機，但當日

成晚都搵唔到佢， 原來佢
電話無電，唔知道大家搵
佢 ， 現 在 我 會 迫 佢 帶 叉
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
王友良、台灣新人林芯蕾、李礎
業同美心妹妹楊鎧凝（Celine）
昨日現身書展，力谷以漫畫《櫻
桃小丸子》為題材的寫真集，順
道宣傳八月在台灣播出的真人版
劇集。王友良話因為之前拍咗個
小丸子真人版台灣劇，配合個劇
出咗本書，Celine妹妹表示自己
好鍾意小丸子，仲話如果有得做
真人版，唔介意剪短頭髮配合。

王友良則透露在寫真集中扮
「野口同學」的松岡李那以素顏
上陣，林芯蕾亦在相集中不施脂
粉，問是否對自己素顏有信心，
芯蕾謂：「有信心，有好好護
膚！」至於李礎業就指因為在劇
中扮小學生，所以不時剃腳毛，
王友良更笑指自己拍劇時每日要
剃足三次鬚：「但汪東城就沒腳
毛，鬚又生得慢，所以最舒
服！」

岑潔儀出書大壓力
另外，已為人母的岑潔儀

（Zoey）到書展宣傳新書《我的
小老闆》，Zoey仲得到哥哥Ian

同老闆林熹曈親身到場支持，林
熹曈仲帶埋 BB 用品做禮物，
Zoey話：「好開心，今次出書好
大壓力，怕銷量唔好，現在知道
賣得幾好，有覺好瞓。我都送咗
本有唇的書俾老公，今日冇帶囝
囝來，怕佢會驚，8月簽名會就
會帶佢來，個個見到佢個樣眼矇
矇，都覺得好搞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為延續
Beyond 已故主音黃家駒的大愛精神以及
幫助社會有需要人士而舉行的《家駒愛
心延續慈善演唱會》已於上月十日圓滿
結束，是次慈善演唱會合共籌得240萬港
元善款， 在演唱會舉行前夕，保良局已
獲得100萬元善款並於會展場地進行支票
遞交儀式。

昨日演唱會發起人葉世榮到銅鑼灣保
良局出席支票遞交儀式活動，將門票收
益籌得之 140 萬港元善款，分別由福幼
基金會副主席何麗全接受40萬港元支票
及保良局主席郭羅桂珍博士接受100萬港

元支票。
世榮表示對於是次籌款成績感滿意，

亦是以家駒名義籌款最多的一次，可說
夢想成真，相信家駒在天之靈都會滿意
這張成績表。問到家駒胞弟黃家強可知
道籌得240萬元？世榮說：「相信報道出
咗家強都知道，我呢幾日至返，遲些可
能會搵佢飲茶。」

今次演出成功，世榮稱希望年年舉行
一次，問到可有信心明年齊人演出?他有
信心說：「今次有個辦畀人睇係認真
做，會再游說家強， 希望年年刷新(籌
款 )紀錄。」

王友良爆汪東城沒腳毛

陳瀅暫時不想感情事

貝安琪被母親催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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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瀅直言沒追求者陳瀅直言沒追求者。。

■ 劉 嘉 玲 任
「光影大使」宣傳
介紹香港歷史文化
的光影展覧。

■■劉嘉玲近日和劉嘉玲近日和
趙雅芝拍攝趙雅芝拍攝《《我我
們來了們來了》。》。

■貝安琪偕同男友Simon及
母親劉香萍出席公開場合。

■■王友良王友良、、李礎業李礎業、、林芯蕾林芯蕾
及楊鎧凝現身書展及楊鎧凝現身書展。。

■楊千嬅、吳鎮宇大談湊仔經。

■葉世榮將40萬港元支票交福幼基金會副主
席何麗全。

■岑潔儀（左）得到哥
哥Ian送花。

■嘉玲表示若時間
配合，也會到
歐洲探老
公偉仔
班。

葉世榮游說家強做慈善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楊千嬅、吳鎮宇首度合作電影
《寶貝當家》飾演夫婦，兩位已為人父母，少不免會談起湊仔經，
鎮宇更大談藝人仔女報讀名校沒有數，千嬅細心聆聽取經，為明
年升讀K2的Torres未雨綢繆。

千嬅向經驗較多的鎮宇討教心得，了解小朋友搵學校過程，特別
是藝人身份為兒子報名會否引來不便？過來人身份的鎮宇分析哪所
學校最憎藝人子女入讀，哪一間又會喜歡。問到鎮宇已為囝囝物色
到好學校嗎?他謂：「學校好與否是視乎小朋友本身, 其次間學校成
績好是因為學生的父母經濟能力好，可以請到好的補習先生，我認
同補習佔上重要性，不過小朋友天分都好緊要，我不喜歡小朋友補
習太多，但有些小朋友是需要的，對他們有約束力，因沒有時間表
的小朋友會好Hea，所以補習不完全關乎成績，其實也可以安排他
們學游水，功夫，跑步等，(有幫囝囝報讀報習班嗎？)要他鍾意先
報，他鍾意的老師便報，(要看老師？)因為導師好重要，他喜歡教
英文的男老師，所以學得好好，現時給他補主要科目，英、數和普
通話。」

千嬅被囝囝撳頭落水
千嬅自言囝囝明年先升讀K2，壓力沒太大，可以盡量給囝囝

玩。鎮宇即說：「K2無留班又無須轉校，小學不是講笑。記得囝
囝讀小學一年級時，班主任已經說這說那，當時我懵盛盛跟老師說
讓小朋友玩吓先，豈料老師認真對我講『吳生，唔係咁講，今年讀
唔上，下年就要轉校。』鎮宇覺得人腦是需要時間去開發，可能五
年級都好蠢，突然間會有幾成愛恩斯坦，正如某些演員做戲未開
竅，要時間打開，所以都要小朋友的學習模式啟動到先得，一時間
要轉去學習模式未必很快做到。」

千嬅和應說：「我老公話細個時
都好蠢，中學先開竅，所以現階段
應多給囝囝玩樂，反而關注體能方
面，男仔要放一些，自不然便會冷
靜專心學習，聽完老公這番話，我
也減輕壓力，最重要是給小朋友學
英文、普通話，仲有游水，皆因媽
咪不懂游水，起碼自救先。」

千嬅自爆趣事：「我帶囝囝到淺
水泳池學游水，他第一時間便將我
個頭撳落水，我話媽咪不懂游水，
為何要這樣做，原來他見到嗲哋教
我游水做這動作，有樣學樣，我跟
老公說不要再在囝囝面前胡亂做些
不該做的事，會令我好無面，這樣
很難湊囝囝。」在旁的鎮宇忍唆不
禁。

吳鎮宇化妝：Kargo Leung／髮型：Zico@Zico De Paris
楊千嬅化妝: Ling Chan @ ZING the makeup school／髮型: Jimmy Chan @ Hair

Culture／Outfit: Sacai／場地 : Hide n" Seek

劉嘉玲任光影大使宣傳香港故事，她說：
「我好喜歡中西文化的結合，香港從上

世紀60到90年代也是中西文化的結晶，其實
我好喜歡香港，也好彩我80年代移民來到香
港，有中國歷史文化也吸收到西方文化，無論
衣食住行，想的、看的及與人接觸，眼光也不
同了！」

贈夫古董當周年結婚禮物
談及昨日是嘉玲與老公梁朝偉結婚9周年紀

念，如何慶祝？嘉玲表示為傾談「光．影．香
港夜」的宣傳，昨晚她到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家中作客，不過她跟偉仔已提早慶祝了，且也

是吃餐飯交換過禮物。問互送了什麼禮物？嘉
玲笑說：「收到的禮物好神秘，我送的則好
勁！」送了層樓給偉仔？嘉玲哈哈笑說：「樓
就唔勁啦，好普通，我送的好有意思，有故事
的古董，是那樣東西來找我，我好相信有磁場
和緣，個故事好似我跟他（老公）的故事！」

天災人禍預期不到
嘉玲最近忙演出真人騷，她坦言今次感覺好

刺激，但三個月要去六個地方拍攝就太密集，
不過，也讓她試了一些從來沒試過的事情，包
括在澳門旅遊塔上跑，輸了又要玩「笨豬
跳」，還試唱崑曲及演水舞間。

至於偉仔完成拍《擺渡人》的宣傳片，便將
起行到意大利羅馬拍《歐洲攻略》，談到歐洲
近期常發生恐襲，會否擔心老公安全？嘉玲
說：「歐洲亂，台灣巴士也大爆炸，發生的總
會發生，與地方無關，天災人禍都是預期不到
的，所以要懂得珍惜，我都有叫他小心，但反
而是他擔心我多一點，因他都是出入拍戲現
場，我倒有時會四處去飲杯嘢！」不過嘉玲表
示若時間配合，也會到歐洲探老公班，她說：
「其實治安最好的是這裡！」

另談及趙世光病逝，嘉玲表示跟對方不熟
絡，但仍覺得對方是位能代表香港的人物，她
反而之前在上海見過其太太何琍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