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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德鐘早前領養的愛犬太大隻，他考慮到會難以控制，所以
沒有攜同愛犬前來，但活動前已帶愛犬去散步，Joe有感

香港甚少公園可以帶狗隻進去，缺乏狗隻設施的地方，希望日
後可以增設多些這類場地。現時他的愛犬已經四歲，Joe有安排
牠上堂學習動作，一些坐和伸手的動作是沒問題，但瞓在地上
轉圈便有難度，Joe笑說：「愛犬最聽囝囝說話，因囝囝會有不
規矩時間給牠。(會否考慮再領養多一隻狗？)都有想過，只怕沒
太多時間照顧，所以要考慮清楚先。」Joe和太太早前到日本旅
行，他解釋是為在香港開設的日本餐廳順道取經，吸收當地的
經驗。

美儀否認被飛出舞台劇
江美儀被指在《我和春天有個約會》舞台劇的巡演被飛，美

儀否認被飛之說，她解釋：「之前在上海做五場的演員僅是做
這五場，主辦單位希望搵其他演員做未來的20場，同時杏兒也
很忙，大會不想要一些又不要一些，之後我們有傾過農曆年再
參演的事，但需視乎演員的檔期，所以不明何以有負面傳聞出
現，一直以來全班演員合作愉快，自已有時間都會去欣賞其他
演員演出。」不過，美儀在新春檔期已答應為李居明大師做舞
台劇，所以再參演《我》劇成數不高。

力撐杏兒不難相處
說到杏兒在演出《我》劇時諸多要求，被指是麻煩演員，美

儀力撐對方說：「我們都是用同一個髮型師，大家合作已久，
所以便帶同髮型師到上海，她是位專業演員，我們合作過，並
不覺得她難相處，所以外間傳言對杏兒有點不公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錢小
豪、李泳豪、陳惠敏、鄧穎芝、艾威等
前晚出席「E-1 World Championship拳
賽」，身為搞手之一的小豪開心地說：
「第一次搞的拳賽終於出世啦，希望繼
往開來，而本月6日在E-Formula會有
更大型賽事，好似黎明演唱會搭帳幕舉
行，但都擔心會落雨。」不過小豪未有
打算親自落場，他謂：「已經過氣了，
我未拍戲前是打擂台出身，都希望香港
培育更多有水平高質素拳手，所以搞多
些賽善讓多些拳手發揮。(會否考慮搞明
星慈善賽吸引更多人關注？)暫時不會，
有一定難度，因有些驚打中臉，有的輸
不起，所以之前跟ViuTV合作搞《G-1

格鬥會》，一班女仔真打，藉以希望帶
動熱潮。」說到這次拳賽的投資金額，
小豪表示：「我不用管數，會有製作團
隊負責，但為了搞好品牌和製造本土拳
手，也得有點付出。」
李泳豪特地來支持觀場，雖然不少人

叫他落場比賽，他覺得要打便得操多一
年才有信心，又指近日很忙，只要不用
開工都會在拳會練拳，操到個人體力透
支，若然比賽未知身體能否負荷得來，
因之前睡眠不足時練拳試過頭暈手震。
問他有否跟姪仔玩，他笑說：「見到他
便精神，真的很可愛，他開始懂得認
人，見我夜晚收工回家都會扭抱，但一
食奶便任何人都無面畀。(自己希望成家

立室嗎？)非常遙遠，現在仍是單身，正
忙準備稍後的飄移賽，又要教小豪哥
兒子學飄移和搞培訓班。」

謝婷婷天台欣賞水都全景
謝婷婷日前被邀往在意大利威尼

斯出席開幕活動，婷婷是獲邀出席
的唯一一位香港藝人。謝婷婷謂：
「這一次獲邀請出席旗艦店開幕的
唯一一位香港藝人可說是機緣巧
合，因為我正在歐洲拍戲亦剛好有
數天空檔，接到邀請我便二話不說
答應出席這個活動。威尼斯是我很
喜歡的地方之一，亦很興奮這數天
能夠在這麼美麗的城市放鬆一下拍
戲的心情。我前來這個水都多次，
但沒想到它的天台能夠看見威尼斯
水都的全景。」

黎姿外地慶生
已是三女之母的

黎姿剛剛過了 45
歲生日，昨日黎姿
就於微博貼咗幾張
相，黎姿留言表
示：「雖然今年不
在香港度過生日，
但仍然過了一個很
特別的晚上，感恩
有愛我的家人、朋
友、同事和粉絲們
的祝福！衷心感謝
你們！」

劉若英大馬開騷
劉若英(奶茶)日前首次踏上雲頂雲星

劇場的舞台，首次在大馬開個人演唱
會，當然少不了好友光良的助陣。介紹
嘉賓出場的時候，劉若英講述當初在工

作低潮期時，與當時在創事業新高峰的
光良一起跑校園活動的日子。光良一登
場，全場熱烈歡呼，兩位多年的好友也
隨即合唱了光良為她量身打造的《我等
你》。沒料到才唱了幾句，光良就因唱
錯歌詞先笑場，讓劉若英連忙喊卡。接
，劉若英更開光良玩笑，問他的一身
打扮是不是走「全牛仔風」。光良開玩
笑「警告」奶茶，外套的彩色是手工噴
上去會褪色，叮嚀穿了一身白的奶茶千
萬別抱他！但奶茶完全不聽勸告，硬要
抱抱，也讓觀眾完全陶醉在兩人深厚的
友情裡。而「有備而來」的光良更不忘
秀一秀會亮燈的新鞋，逗得奶茶與觀眾
們樂開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馬德鐘

（Joe）、江美儀、謝雪心、郭偉亮、吳

國敬等昨日出席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嘉年

華的開幕儀式，多位嘉賓帶同愛犬現

身，並在台上分享與愛寵的故事。家中

有大犬的德鐘有感香港甚少公園可以帶

狗隻進去，缺乏狗隻設施的地方，希望

日後可以增設多些這類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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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李佳
芯（Ali）、黃智雯（Mandy)、張曦
雯與曹永廉等人昨日到商場宣傳劇集
《律政強人》，現場眾人分成兩組大
玩拗手瓜遊戲，Ali與Mandy更大騷
結實手瓜肌肉。至於劇中兩位男主角
方中信和廖啟智，已決定本周出席劇
集宣傳飯局慰勞台前幕後。
日前李佳芯被拍到出入男友陳炳銓

家惹來同居疑雲，她強調二人並沒有
同居，解釋當日因剛返港又要趕去工
作，貪方便才到對方家拿取贊助商服
飾，Ali大吐苦水無奈地說：「我們關
係未穩定，仍在發展中，之前我又忙
拍劇和做奧運，都沒時間去了解和認
識他。」Ali坦言感情曝光後不慣出街
被人偷拍，加上工作忙見面少，影響
二人之間的發展。提議Ali可嘗試真
的與男友同居，她說：「本來真的可

以很快，但現在發展得很緩慢，我覺
得一段關係是需要時間去了解對方，
但現在真的沒時間和機會，我都很無
奈。他是一個發展中的男性朋友，未
去到男友階段，我們之間有反覆過，
希望可以找到一個合適的相處方
法。」至於對這段感情有沒有信心，
Ali直言有信心，否則也不會發展到今
天，只希望有更多空間和時間去處
理。

張曦雯多謝觀眾支持
黃智雯表示活動後就會去好友楊怡

和羅仲謙的婚禮，她表示由《On
Call 36小時》開始見證二人相識和拍
拖，到現在結婚很替他們開心。Man-
dy又笑稱當年謙仔借他們過橋，相約
劇組演員到主題公園玩，其實藉故親
近楊怡。笑問要否一對新人向她斟茶
答謝做媒人，Mandy笑道：「不用，
其實我們都想去玩，而且最大媒人是
監製德哥（潘嘉德），叫謙仔錫他就
好。」至於何時到Mandy出嫁，她
說：「順其自然啦，我又不心急，結
婚又不是跟風，時間到就會做。」張
曦雯在劇中表現備受讚賞，她笑言感
激觀眾支持，當初只抱不要被人討
厭就滿足，笑指她為何對自己沒信心
時，她說：「因為我多做主持，擔心
大家說我拍劇不投入和不入戲，而且
覺得自己還有很大進步空間，希望之
後可再拍多些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由李居明撰寫的現代新劇
目《毛澤東》前晚正式於新光
戲院開鑼，由龍貫天飾演毛澤
東、新劍郎飾演蔣介石，其他
演員包括陳咏儀、王超群、鄧
美玲、陳鴻進與鄧詠梅等。
李居明透露劇目籌備歷時兩

年，笑言連平時不看粵劇的新
光業主都有興趣來捧場。對於
用粵劇去演繹近代人物，李居
明坦言寫劇本難度很高，但因
為反應好已預計明年底會重
演，個劇講《毛澤東》會敏感
嗎？李居明表示香港對較敏感

題材已很寬鬆的了。
另外《三國誌》劇目也會在

日本公演。問他想再寫哪位歷
史人物時，他說：「我仍然想
寫近代人物，如徐志摩及魯
迅，希望為傳統粵劇注入新
意，為傳統觀眾帶來新鮮
感。」
龍貫天表示今次演近代歷史

人物，不論在化妝、造型都與
粵劇有所不同，惟獨不變的仍
然是唱粵曲，笑言是表演時裝
粵劇。新劍郎也表示人物造型
上有變化，與平時演粵劇時，
表達方式會較生活化。

■馬德鐘有感香
港甚少公園可以帶狗
隻進去，缺乏狗隻設施
的地方，希望日後可
以增設多些這類

場地。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演員許冠文以
《一路順風》角逐金馬影帝，昨天他
於台灣出席活動時坦言要拿獎很難，
當初看到劇本就很喜歡，「非演不
可」，還自砍片酬，笑稱如果票房成
績不錯，看能不能分紅多給些，說不
定會拿得比原本片酬多。
許冠文還透露首次全用普通話拍電
影，他自嘲講的普通話大家都聽不

懂，飾演從香港來台多年的的士司
機，許冠文大讚的士司機很和藹、熱
情，喜歡和乘客聊天，分享人生經
歷。
他說希望大家看完電影後能感受

到，當遇到人生難關不知為何活下去
時，千萬不要放棄，「生命不是一路
順風」，無意間就會出現讓人繼續走
下去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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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冠文金馬爭帝沒信心

錢小豪投資拳賽培育新手

■■黎姿黎姿

■■謝婷婷謝婷婷

■■左起左起：：錢小豪與兒子錢小豪與兒子、、
陳惠敏與兩位孫仔陳惠敏與兩位孫仔。。

■■江美儀透露在新春檔期已答應為江美儀透露在新春檔期已答應為
李居明大師做舞台劇李居明大師做舞台劇。。

■劉若英首度馬來西亞開唱，邀請光良
助陣。

■張曦雯(左)
與李璧琦大玩
拗手瓜遊戲。

■■李佳芯與黃智雯大騷結實手瓜肌肉李佳芯與黃智雯大騷結實手瓜肌肉。。

■電影《一路順風》記者會，導演鍾孟宏
（左），與許冠文（中）、男配角納豆
（右）一起暢談這部電影以及入圍金馬獎的
感言。 中央社

■馬德鐘、
江美儀、謝
雪心、郭偉
亮、吳國敬
等出席香港
愛護動物協
會嘉年華的
開幕儀式，
嘉賓們在台
上分享與愛
寵的故事。

龍貫天演時裝粵劇感新鮮

■各演員於台上演出出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