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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麥明詩母親麥何
小娟昨日出席第三屆《香
港金閱獎》活動，首度出
書的麥媽媽表示沒想過新
書《我的女兒麥明詩》反
應理想，更有讀者電郵給
她表示買不到，故早前已
加印，至今共印了五、六
千本。她謂推出這本書最
主要是想將訊息傳給年青
人，不要怕生育，有方法
都可以好開心，新一代家
長要培養正能量給小朋
友。
提到其女兒麥明詩在巴西里約主持奧運節

目期間被偷錢，麥媽媽說：「當時我們一家
三口坐緊遊輪，冇網絡，一泊岸就收到麥明
詩打長途畀我報平安，只係唔見錢，好感
恩，最緊要個人冇事，佢出門咁多次，最擔
心係呢次。因為今次好多治安問題，佢一個
女仔，佢個人工作又好搏，危險可能都會照
做，希望佢顧及安全，20號就會返港。」提
到麥明詩透露日日要捱杯麵？麥媽媽大爆女
兒經常呻肚餓：「佢話好肚餓，好多嘢做，
沒時間食嘢，回來會燉嘢畀佢食。」

相隔33年後再合作
戚美珍新戲主動吻阿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敏娜）校長譚詠麟和三嫂戚
美珍主演的搞笑片《江湖悲劇》將於9月1日在港上
映，今次原來是二人自1983年後再合作，三嫂笑稱終
於有機會報仇，洩無得吻之恨，在新戲中與校長咀嘴。

二人在戲中
飾演失散多年
的情侶，阿倫
指二人逃避敵
人追殺時而失
聯，相隔多年
才在醫院相
遇，「我更要
輕薄她，查看
她的傷口。」
三嫂解釋當時
阿倫背住她逃
走時，她的臀
部中了3刀，
因此阿倫要檢
查她臀部的傷
痕確認身份，
但她開玩笑

說：「他明是救我，但就推我去擋刀。」
問到二人相隔多久再合作？三嫂指阿倫忙，難申請合

作。阿倫表示二人只合作過拍MV，拍電影今次就是第
一次。他呻道：「拍了咁多MV，一次咀戲都沒有，都
不知道是否三哥收買了導演，不給我咀三嫂。」三嫂反
駁道：「對呀，個個同阿倫拍MV都有得吻，就只有我
沒得吻，所以今次我終於機會報無得吻之仇，在戲中主
動吻阿倫，吻到他嘴歪。」阿倫指二人合作得很愉快，
讚三嫂做得好，就算那場戲不是拍她，她也會在旁邊交
戲，他尤其提到自己一場自白戲，多得三嫂在旁協助，
令他更投入。三嫂表示不知道拍電影是不是這樣，但自
己新人時期剛拍電視劇時，前輩是這樣教她，她只是照
做。
另外，問到三嫂的囡囡會否想入行？她表示不代表女

兒答，「囡大囡世界」。但女兒對攝影、電影蠻有興
趣，反而仔仔就較喜歡電腦、經濟。三嫂又分享早前叫
仔仔在加拿大返港前，記得先下載《Pokémon Go》，
被三哥罵她不應該鼓勵仔仔玩。
譚詠麟
化妝：Eva Chuk@Faces make-up studio
髮型：Perny Tang@Silkcut Salon
場地提供：E-MAX

史上最大哥斯拉壓境
香港文匯報訊 闊別12年，
日本國寶級巨獸「哥斯拉」即將
於本月25日殺到香港大銀幕！
《新世紀福音戰士》系列導演庵
野秀明自編自導，聯同《日本沉
沒》樋口真嗣打造震撼災難特
技。電影由日本型男竹野內豐、
《進擊的巨人》長谷川博己、石
原里美主演，聯同逾300位日本
紅星總動員，將於2016暑期壓
軸強勢上映！
自1954年以來，《哥斯拉》
一直雄霸日本特攝片界，創出超
過20部電影作品，並曾兩度進軍
荷里活取得佳績。新作回歸日本
銀幕，將跟隨原作起源，並以日

本舉國和巨獸對決為軸心，結合
嶄新打造的震撼災難特技，深受
一眾系列愛好者期待。
導演暨編劇庵野秀明，為動畫

大師宮崎駿的愛徒，曾為其電影
《風起了》的男主角配音，他的
導演代表作為《新世紀福音戰
士》新、舊劇場版電影系列。而
曾製作《卡美拉》及《日本沉
沒》、經驗豐富的樋口真嗣，則
會主理電影中視覺特技場面。

李幸倪照赴泰國旅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岑麗香（香香）昨日穿上
露肩裙，一身公主造型現身迪士尼出席珠寶活動。香香笑
言從小就夢想做公主，小時候試過用被包住自己扮公主。
談到首飾她表示喜歡簡單及有少少閃的首飾，喜歡低調
的感覺。問到男友強強可有送過首飾給她？香香就不願透
露：「有送，但咁私人嘅嘢就唔講啦，心意最重要。」之
後她就扯開話題，表示童年時會租公主卡通電影看。問到
可有幻想過將來在樂園舉行童話婚禮？
香香說：「之前有朋友喺迪士尼舉
辦過婚禮，感覺好夢幻，自己到時
再算啦，（有計劃？）慢慢嚟。
（順道在樂園買禮物畀鍾嘉欣的
BB？）都可以，不過唔知買咩色，
因未知男定女，（BB出世未？）未
呀，相信佢會同大家宣佈。」

香香從小夢想做公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李幸倪（Gin Lee）昨日
出席手機活動，她剛在馬來西亞為側田演唱會擔任表演嘉
賓和舉行歌迷聚會，並順道探
望家人。
本月26日是Gin Lee生日，

她透露已向公司請假，計劃同
家人到泰國享受四日三夜的旅
程，有指泰國發生多宗恐怖襲
擊，Gin Lee可會擔心人生安
全問題，她表示：「不少朋友
叮囑我小心，由於出事前已訂
好機票，未能取消，這次是請
屋企人去，我們會去附近不多
人的小島，相信會安全。(會否
穿上三點式享受陽光與海灘？)
給誰看？不會了。」

印花
洲立電影現送出電影《真‧哥斯拉》優先場30張予《文匯

報》讀者，有興趣者請剪下文匯報印花，連同貼上$1.7郵票
兼註明「娛樂《真‧哥斯拉》」的回郵信封，寄往香港仔田灣
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文匯報》收即可。數量有限，先到
先得，送完即止。

印花

《真‧哥斯拉》優先場
日期：2016年8月23日 (星期二)
時間：晚上9時40分
地點：MCL JP 銅鑼灣戲院

香港文匯報訊 據北京市朝陽區法院官方微博消息，馬
蓉16日一早委託律師到朝陽法院立案。她因認為王寶強14
日凌晨所發微博侵犯其名譽，遂起訴王寶強，要求刪除該
條微博並賠禮道歉30日。北京朝陽法院已正式受理此案。
有律師指，只要王寶強拿得出出軌證據，就不造成名譽侵
害。
中國新聞網16日報道，馬蓉在起訴書中稱，王寶強14日0

時21分在其實名認證個人微博中發佈聲明後，一些不明真相
的網友基於前述造謠內容，對其進行大肆詆毀謾罵，甚至連
兩個年幼的孩子都不放過。
馬蓉認為，上述內容對其構成造謠詆毀，屬惡意人身攻
擊，給其個人名譽和社會評價造成嚴重負面影響，並造成
極其嚴重的精神損害。為維護合法權益，減少給兩個年幼
孩子造成的心理創傷，要求王寶強停止侵權，立即刪除該
微博，並在其個人微博首頁置頂賠禮道歉連續不少於30
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焯
羚）由金域假日酒店及勵智協
進會合辦第二屆「兒童慈善時
裝SHOW」，將於下月3日假
金域假日酒店麗晶殿舉行，一
批4歲至10歲的兒童模特兒，
將會在舞台上穿上知名品牌的
服飾，表演才藝。
勵智協進會榮譽顧問莫何敏

儀，是籌款意念推動者，早前
她和兒子莫理斯和傳媒飯聚，
介紹時裝SHOW當日，將由車
淑梅及董敏莉擔任司儀，特邀
周梁淑怡等一眾知名嘉賓，共
襄善舉。一群可愛的孩子，經
亞洲模特兒協會的訓練，加上
大會安排機械舞、魔術表演，
相信極富視聽之娛。莫媽媽
說：「在假日酒店公關總監鍾
清嫻及勵智協進會籌款經理陳

春燕推動下，自2012年起，酒店與勵智協
進會結成慈善合作夥伴，曾經舉辦多項活
動，已籌得超過150萬元善款。去年小孩
做騷好有效，今年再做，而且賣枱已經好
好，1萬元一席，已經賣了17枱。我們會
請專業模特兒去教小朋友。活動中周梁淑
怡會三代同堂現身，雷頌德也會和太太一
起前來，分享自閉症兒童教養。」據知活
動以自助餐形式進行，參加的小朋友可邀
請親友支持，籌款扣除成本開支後，撥捐
勵智協進會作慈善用途。該會為智障人士
爭取福利和權益。由於沒有定期資助，需
要不時向社會募捐。
莫理斯表示最近忙籌備3D藝術展，今次

靈感是因為早前睇完Art Basel從中取經，
香港也可以搞一個兒子3D展，做3D首飾
及藝術品。

會上鄭善強並公佈翡翠台在黃金時段播放的《里約奧
運 走在第一線》最高收視23.8點，逾154萬觀眾收

看，而《里約奧運今日焦點》最高收視有20. 2點，《里
約奧運 直擊專區》最高就有11.4點，J5《里約奧運 全線
直擊》最高則有10.7點。

揼本拍港隊出戰奧運
主持之一的阿叻對於收視表示非常滿意： 「深夜節目

可以有雙位數收視，證明香港人真係好鍾意睇運動節目，
我唔敢問鄭生（鄭善強），但估計九成九要蝕錢，我覺得
TVB可能係亞洲區畀最多錢去買直播權之一的電視台。」

他表示由奧運一開始便不眠不休去睇節目，就算不做主持
的一晚，都上myTV SUPER重温賽事，他得意地笑說：
「沒人睇得出我捱通宵，因我沒老花、沒黑眼圈、冇皺
皮，連頭髮都無亂，雖然係假髮。」

阿叻預計無綫蝕錢
近日有教授批評阿叻講田徑項目時似平日講賽馬，不夠

專業，對此阿叻認為對方是雞蛋裡挑骨頭：「無聊，我係
代表普通人，普通人睇賽跑，講吓跑手跑內檔，我覺得冇
問題，不如話我66歲唔戴老花眼鏡睇嘢仲咁清楚！其實
他們唔需要一定睇我，唔想睇我可以睡覺，我唔會為一些
無聊人影響到情緒。」阿叻又睇好香港女車神李慧詩，寄
望她可以勇奪獎牌而回，為港爭光。

李佳芯支持李慧詩作賽
李佳芯對於麥明詩在巴西採訪時失竊要捱杯麵，她說：

「雖然未去過巴西，但試過坐船去南極開工時，被人偷了
二百蚊美金，因對方每次都只偷部分現金，咁我至察覺唔
到，後來發覺有職員可以隨時入房，有日仲將門匙留在枱
面，所以之後我出門都會將篋上鎖。」
對於奧運收視她表示感滿意，她對自己做直播主持的表
現覺得一日比一日順，不像之前講一句對白心跳得很快。
通宵睇賽事的她搞到爆暗瘡，但四年一次都覺值得。她謂
最難忘是車神李慧詩發生意外，但都睇好她可以拎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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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陳百祥（阿

叻）、李佳芯（Ali）、陳貝兒、朱凱婷、李思

雅、TVB電視廣播總經理鄭善強及助理總經理

（非戲劇製作）余詠珊等，前晚出席於將軍澳

電視城舉行的奧運祝捷會，截至周日（14/

8），翡翠台以黃金時段播放之《里約奧運 走

在第一線》為眾多奧運節目收視之冠，最高

23.8點，觀眾人數1,544,000，眾人開香檳慶

祝收視理想。

慶祝TVBTVB 收視報捷收視報捷
有逾有逾154154萬觀眾睇萬觀眾睇「「里約奧運里約奧運」」

馬蓉反擊訴王寶強侵犯名譽權

■■譚詠麟和戚美珍在譚詠麟和戚美珍在
訪問中笑料百出訪問中笑料百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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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哥斯拉真‧哥斯拉》》劇照劇照

■■《《真‧哥斯拉真‧哥斯拉》》劇照劇照

■■《《真‧哥斯拉真‧哥斯拉》》劇照劇照
■李幸倪計劃同家人到
泰國旅行。

■莫何敏儀和兒子莫理斯暢談
近況。

■■對於收視對於收視，，阿叻坦言非常阿叻坦言非常
滿意滿意，，特別是深夜直播節目特別是深夜直播節目
最高錄得雙位數收視最高錄得雙位數收視。。

■■麥明詩親身支持李慧詩麥明詩親身支持李慧詩。。

■■藝人陳百祥藝人陳百祥、、李佳芯李佳芯、、陳貝兒一眾體育陳貝兒一眾體育
主持與主持與TVBTVB電視廣播總經理鄭善強等出席電視廣播總經理鄭善強等出席
奧運祝捷會奧運祝捷會，，宣佈翡翠台宣佈翡翠台、、明珠台及明珠台及JJ55轉轉
播播「「里約奧運里約奧運20162016」」獲理想收視獲理想收視。。

■■麥明詩父母表示愛女回麥明詩父母表示愛女回
港後港後，，會多燉嘢畀佢食會多燉嘢畀佢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