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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電影《賞金獵
人》前晚舉行首映禮，監製黃百鳴、導演申太
羅、內地女星唐嫣、徐正曦、樊少皇及吳千語一
同出席，韓國型男李敏鎬則壓軸亮相，身穿西裝
的他一出場，近二百粉絲紛紛尖叫起來。李敏鎬
以廣東話跟現場粉絲打招呼，並透過翻譯分享演
出的經歷。
李敏鎬表示曾經在電視劇及電影跟大家見面，

也拍過一些動作戲，不過今次的動作場面更大
型，要吊威吔，他為有最佳效果，早於拍攝前兩
個月已努力受訓。然而拍攝期間頭部曾受傷，李
敏鎬透露當時是跌倒撞傷頭部，但他明白拍動作
片經常發生這些情況，故身為演員也盡量去將問
題解決，再投入拍攝工作。問到他未來會想拍愛
情片還是繼續拍動作片？他表示自己對演出角色
沒規限，也知觀眾等其演出已久，故希望今次跟
香港團隊合作，也得到大家欣賞。
之後，李敏鎬向現場粉絲做出心形手勢，並以

普通話連講四次「我愛你」，到落台前又再向粉
絲做出心愛大家的手勢，粉絲尖叫聲又此起彼
落。首映禮後，李敏鎬獲安排從九龍灣坐車到灣

仔吃橋底辣蟹，甫下車即被粉絲發現重重包圍，
經保安護送下進入食肆，接近一小時吃飽後便離
去。昨日下午「Oppa」亦返回韓國繼續工作。

樊少皇戲中未顯身手
唐嫣在片中亦有跳車及爆破等動作演出，其中

一場要爬到車邊感覺頗驚險，另外亦跟李敏鎬一
起有動作場面，她指演出前都有受訓及排練，因
此能順利完成。至於樊少皇在戲中演管家，不用
動作演出，導演申太羅表示未能讓樊少皇盡情發
揮，只好寄望下次合作安排他再打過。導演亦大
讚李敏鎬很聰明，拍動作戲表現專業。
莊端兒前晚穿紅色低胸裙露五寸事業線來捧

場，她笑言裙子是老闆娘諸葛紫岐所選，都是配
合寫真集宣傳，她坦言一直是李敏鎬粉絲。記者
笑她是來色誘偶像？她笑指不好這樣講，其實只
是想引起他注意，希望送本寫真給他；又怕他會
留低不拿走，才讓他先看自己真人。莊端兒本也
想集郵，卻知不是易事，記者提議她可衝上台？
她笑說：「我驚會仆親，之前條裙都被卡住，還
是斯文點，太主動會嚇親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無綫處境劇《愛．回家之八時入
席》昨日舉行「小小廚神 隆重登場」活動，劇中演員包括黎耀
祥、毛舜筠、郭少芸、胡渭康、李霖恩、邵珮詩及簡淑兒分成三
組即席下廚煮雞蛋菜式，由祥仔和毛姐當試食評判。
毛姐見大家下廚時表現雞手鴨腳，便教大家拿刀的正確手勢，
卻被祥仔取笑她似「劈友」。胡渭康在旁則爆毛姐拍攝時，用薯
仔雕花，卻不慎割傷手指流血，毛姐表示並沒大礙，入廚都會經
常發生。
在劇集中，毛姐將有「戲中戲」演廚藝高手主持烹飪節目，而
毛姐本身到過巴黎修讀「藍帶」課程，現完成了三分一，也將煮
過的菜式拍下作為紀錄，希望畢業後有時間便將之集結成書，或
主持飲食節目。談及21歲長女剛從溫哥華返港，毛姐未有時間陪
她去旅行而遭到投訴，不過明年她便大學畢業，屆時則會舉家歐
遊作慶祝禮物。至於日前她跟兩位女兒逛街時給偷拍，毛姐指女
兒並沒介意，且報道也很正面，但她指長女喜歡小朋友志願當幼
稚園教師，不想入娛樂圈，她也感恩兩女的讀書成績也很好。

祥仔想做肥媽
祥仔自言廚藝師承母親也算了得，至於與毛姐相比，則是峨嵋
跟武當派之別，他精通中菜，毛姐是西餐較拿手。昨日品嚐過毛
姐炮製的溫泉蛋，祥仔給75分，最讚賞是她自製的蛋黃醬，所扣
的分是菜式簡單了點。提到毛姐有意出烹飪書及做飲食節目，祥
仔笑謂也有興趣一起做，不妨像肥媽與陸浩明般，但他要做肥媽
的位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莊
端兒(Xenia)昨日穿低胸裙到書展，
出席其寫真簽名會，吸引數十位粉
絲捧場。Xenia表示寫真集初版只印
了5千本，但有神秘人卻認購2千
本，所以要加印多5千本。雖未知確
實成績，但相信應該不錯，也多得
神秘人出手拉高了銷量。
提到有其他嫩模質疑Xenia的寫

真是否有人認購，她反問：「不是
已經沒有嫩模嗎？總之我都是收到
認購消息。」至於老闆諸葛紫岐為

何不來書展支持她，Xenia解釋對方
不在香港，但相信老闆會包底認
購。

不信張致恆求婚
提到張致恆上載一對刻有「愛你

一萬年」的戒指照片，Xenia表示沒
有留意，更問道：「是否我的？為
何他不跟我說？」笑問是否張致恆
的求婚伎倆？她說：「女仔如果有
被求婚是很重要的，但我希望是有
餐飯、有花和有戒指。現在這樣我
不會接受，因為需要更多誠意。」
Xenia亦避談現跟張致恆的關係，更
稱與對方有一個月沒見面，「感情
事很難公開去答，自己一直以事業
為先，不答感情事。我們的關係一
言難盡，如有其他追求者都會開
心，但不一定接受。」

香港首映狂耍冧功

李敏鎬灣仔擦辣蟹

莊端兒寫真 獲神秘人大手認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崔碧珈(Anita)昨日到書展宣
傳寫真集，吸引大批攝影發燒
友圍觀，她對書中一幕洗車照
最難忘，因當時為求效果，運
用洗潔精來營造泡泡，經過8至
10個小時拍攝後，弄得全身皮
膚敏感。
對於寫真銷量，Anita坦言不

知數字，但知道有很多朋友已
買書支持，也有圈中人如林雪
在書底幫她寫上打氣字句。笑
問寫真集有否神秘人大量認
購？她說：「有朋友買十多二
十本支持，我沒有那麼好運有
契爺支持，亦識不到老闆，也
沒試過被人問飯局價，可能嫌
我太高大和太大隻。」至於拍
寫真的終極底線，Anita稱會堅
守三點不露，除非那個計劃或
作品是她很想做。

提到她先前上載和妹妹的合照，網友
也大讚妹妹是美女，Anita說：「她也很
美，身材就不討論了，因她應該不會入
行，下年便結婚。」笑指被妹妹爬頭出
嫁，Anita表示不介意，但不會做伴娘，
屆時婚禮只會做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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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舜筠有意出書 騷巴黎學廚技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歐
陽震華(Bobby)、岑麗香、洪永城與
黃翠如等人前晚為《2016 TVB最受
歡迎廣告頒獎典禮》擔任頒獎嘉
賓，結果「最受歡迎女主角」與
「最受歡迎男主角」分別由羅蘭和
蔣志光奪得。
無綫安排30位入圍港姐於頒獎禮
中演出，同時讓廣告客戶票選進入
最後20名的佳麗，過程兒戲兼欠透
明度。難得與入圍港姐見面，Bobby
跟一眾佳麗大擺港姐甫士拍照，並
笑道：「她們好犀利，我蹲低一陣
都腳震。」Bobby稱曾當華姐評判及
港姐司儀，他說：「向海嵐那屆我
做港姐司儀，華姐評判就選了鍾嘉
欣出來，我揀女仔是有一手。」至
於Bobby想拍什麼類型廣告，他說：
「近期會拍內地安全帽、安全帶廣
告，有安全套廣告拍就最好，可造
福人群。如果拍藥物、樓盤廣告就
要好小心，驚連累別人。」
洪永城就開玩笑稱想拍醫學美容
廣告，因他都想五官再靚一些。問

到會否介意女友
唐詩詠整容，他
認真地說：「不
用吧，她已很完
美標致。我喜歡
她現在的狀態，
整了另一個面貌
就不是她了。」
提到唐詩詠日前
在活動上公然餵
馬國明吃包，洪永城說：「工作需
要當然沒問題，平時就不好了。工
作以外餵食好不得體，但明白她為
了工作要搞氣氛。」
今年拍了不少護膚品、化妝品和

香水廣告的岑麗香，希望將來可拍
有關時裝的廣告，當提議她可與男
友情侶檔上陣，香香笑道：「我不
介意，但他不是圈中人，要問他肯
不肯。而且我要教他怎樣企位和配
合燈光，將來他做代言人時，大家
都會想起我。」

阮嘉敏有優勢

30位港姐於騷前表演跳舞和作自
我介紹，由現場廣告客戶評分投
票，選出最後入圍的20人，結果於
明天公佈。對於篩選過程兒戲欠透
明度，大熱之一的馮盈盈(Crystal)仍
有信心晉級：「時間短反而是很好
的表現機會，怎樣在最短時間內吸
引大家目光。」在加拿大有選美經
驗的陳雅思(Bonnie)也有信心突圍，
至於有不少廣告拍攝經驗的阮嘉敏
(Mandy)則在客戶前明顯有優勢，她
說：「希望他們都會支持我，有沒
有着數不敢說，只是自己的經驗會
多少少。」

■■李敏鎬李敏鎬((右二右二))和唐嫣和唐嫣((右三右三))等人等人，，前晚出席前晚出席《《賞金獵人賞金獵人》》首映禮首映禮。。
■■李敏鎬發揮李敏鎬發揮「「OppaOppa」」本本
色色，，冧得全場粉絲瘋狂冧得全場粉絲瘋狂。。

■■歐陽震華歐陽震華((中中))自認揀女有一手自認揀女有一手。。

■■黎耀祥黎耀祥((圖中央黑衫圖中央黑衫))想像肥媽那樣想像肥媽那樣，，聯聯
同毛姐演出烹飪騷同毛姐演出烹飪騷。。

■■毛舜筠的廚藝愈毛舜筠的廚藝愈
來愈了得來愈了得。。

■莊端兒的寫真集獲神秘人瘋狂
掃貨。 ■■莊端兒不認為男友向她求婚莊端兒不認為男友向她求婚。。

■■崔碧珈透露拍崔碧珈透露拍
攝時被泡泡弄得攝時被泡泡弄得
皮膚敏感皮膚敏感。。

■■ 黎 明 親 切 和黎 明 親 切 和
藹藹，，令粉絲都顧住令粉絲都顧住
傾談而忘記合照傾談而忘記合照。。

■Leon（右）
並非和 fans 各有
各坐，而是「密
密斟」。

繼早前香港的演唱會後，黎明昨晚移師澳門
再次舉行演出，兩場演唱會共抽出八位幸

運兒跟偶像近距離短聚，緊接是兩個半小時的演
唱會部分。演唱會於晚上8時33分開騷，黎明以
一身便服出場，昨晚有4千人捧場。而舞台兩邊
分別設有小舞台，黎明先走到一邊向觀眾打招呼
說：「VIP房的朋友，要小心玻璃，不過之前我
已經找朋友視察過了。」接着黎明走到另一邊小
舞台，之前小舞台位置突然熄了燈，黎明笑說：
「要不要這麼現實熄燈呀？」他又指將來再開演
唱會要學懂多一樣就是魔術。而黎明率先獻唱快
歌《DNA出錯》及《危情追蹤》等名曲。

今偕擁躉睇蝙蝠俠
在昨日首場，四位幸運粉絲有幸跟Leon一起
參與以「8字型摩天輪」(影匯之星)為主題的環

節，另外四位幸運粉絲今晚則可跟黎明經歷「蝙
蝠俠夜神飛馳」。昨日傍晚5時35分，黎明架上
黑超、身穿黑色大會T恤現身，他率先跟來自香
港、澳門、順德及中山的三女一男粉絲合照，再
由一男一女工作人員陪伴下步入摩天輪6號包
廂。
Leon逐一與粉絲握手，而粉絲們也很識做，

留出中間位置給偶像坐下，在12分鐘的遊歷
下，可見Leon跟他們有說有笑，表現得投契和
開心，而且亦在摩天輪上搭住粉絲的肩膊大合
照，粉絲們都笑到「四萬咁口」。到玩完摩天輪
後，黎明出來時也向在場的粉絲揮手，又企定定
給傳媒拍照，之後才準備稍後舉行的演唱會。
來自澳門的Lucia高興地表示，她喜歡Leon已

很多年，今次能近距離接觸，她盡量爭取時間跟
偶像傾偈，而偶像亦有講到自己畏高，提及玩跳

樓機及笨豬跳時有幾驚。她大讚偶像說：「覺得
Leon好勇敢，即使畏高仍為了工作去突破自己
做不到的事情，幾困難也一樣做到。」她又指他
們共八名幸運兒也一起談過，大家都喜歡Le-
on，也不想他難做，所以適當時做適當的事，結
果大家有傾偈、拍照和拿簽名，她還拿了一張卡
讓偶像簽名送給朋友，以求送她驚喜。
香港粉絲Ivy表示喜歡黎明已有30年，從他參
加新秀時已看好他能得獎，雖然今次玩摩天輪時
間太短，只能大合照沒機會單人跟偶像合照，但
當時也很珍惜跟Leon攀談的時間。「感覺影相
沒一起傾偈那麼矜貴！」來自順德的婷婷自言從
1992年「四大天王」時期起已喜歡黎明，覺得
他人品很好，所以特別喜歡他，今次很開心偶像
有為她簽CD。問到偶像有否講金句？她笑說：
「沒金句、沒銀句，都是講平時的事情！」

陪粉絲坐幸福摩天輪陪粉絲坐幸福摩天輪

黎明黎明濠江演唱會濠江演唱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李慶全）一連兩場《黎明Leon

Random Love Songs Live in Studio City 2016》昨晚假澳門新濠

影匯綜藝館作首場演出，黎明一早便跟幸運粉絲同坐摩天輪。粉

絲們對住偶像如癡如醉，更寧願不花時間拍照，也要爭取跟眼前

的偶像聊天，希望從而對Leon有更深入了解。

■■四名幸運兒昨日和四名幸運兒昨日和LeonLeon一起坐摩天輪一起坐摩天輪。。

鑼鑼開開
■■ LeonLeon 昨昨
晚 的 演 唱晚 的 演 唱
會會，，和之前和之前
香港一樣有香港一樣有
網上直播網上直播。。

BobbyBobby自豪揀女有一手自豪揀女有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