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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已榮升郭太的熊
黛林（Lynn）與老公郭可頌（Ken）
早前到澳門拍攝婚照，請來本地著名
攝影師陳錦強（CK）親自操刀，並
一連三日拍攝了多輯別具意義的婚
照。酒店特意送上巨型五呎結婚蛋糕
作拍攝之用，穿上長尾婚紗的Lynn
半臥在桌子上，並小鳥依人般依偎着
Ken。完成三天拍攝後，Lynn表示
今次有別於傳統婚照，揀婚紗方面
Ken提供了不少意見：「主題係攝影
師CK同經理人Kim一齊諗，係我同
Ken的故事重演，我們在一個Party
遇見對方，由慢慢接觸，到之後一
齊，好有故事性。每一張相都好靚，
好有Feel。」
Lynn坦言在拍攝婚照過程，回憶

起與Ken的甜蜜拍拖片段：「諗起以
前拍拖片段，感覺好似我蝦佢多，因
為佢比較就我。」提到圈外人的Ken
甚少拍攝經驗，問到Lynn可有教路
擺Pose？她笑說：「唔使我啦，佢自
己有悟性，男仔Pose我唔識。但佢
好有潛質、好Chok，佢放開之後真
係幾Chok，佢始終唔係呢行人，會
緊張，不過到後尾佢就好好，好滿
意，好靚仔！」

放棄減肥大計
在澳門拍照期間，Lynn大擦當地

美食葡撻、豬扒包，她笑言在拍攝婚
照前曾想過做運動收身，可惜最後因
為工作關係，被迫放棄減肥大計：
「唔使Keep啦，反正臨時臨急減肥
都冇用，肚餓就要食！之前有諗過做
運動，但一路都好忙，現在又準備拍
新電影，一次運動都沒做過，到試衫
當日先發現自己肥了。」早於2006年，汪明荃已為沙田田心

村十年一屆太平清醮演出，十年
後孖住老公羅家英再結台緣。採訪當
日是最後一天演出，阿姐演出喜劇
《福星高照喜迎春 》。戲棚後台高高
掛滿了華麗戲服，平時工作忙碌的阿
姐不假手於人，在記者面前親手上
妝。阿姐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表示，
她十年後能再次參與演出，是一種緣
分，自己好開心。臨出場前，阿姐把
握時間溫熟劇本，遇到有不明白的地
方，立即往旁邊戲棚找家英對戲，認

真敬業樂業！

家英哥指粵劇編劇水準跌
同場的羅家英認為，粵劇界新一代

編劇寫出來的劇本只適合用來唱，但
不適合用來演，簡而言之，就是「有
唱情，沒做功」。家英哥不諱言，其
實連「唱」的部分也不見得特別出
色，家英哥說：「詞寫得比較一般，
中文水準比以前的編劇差；曲也是一
般，走不出唐滌生的框框。他們想盡
量模仿唐滌生，但寫不出那種很典雅

的感覺。想要改善的話，還需要更豐
富的人生經驗和更多在戲曲方面的浸
淫。」
最後，家英哥更比較了傳統師徒制和

當下學院制。「現在的制度也不錯。油
麻地戲院提供的訓練較正統、規範，而
且有場地供學生練習，反而現在外面有
些自稱『師父』的人根本沒演過戲。不
過現在的制度和以前有點分別，以前是
由『文武生』當師父，老師做戲時，徒
弟也會一起做戲，但現在的老師不會安
排你一起做戲。」

親手上妝不假手他人親手上妝不假手他人

十年再演十年再演汪明荃汪明荃

田心打醮戲田心打醮戲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植毅儀、陳添浚）

汪明荃(阿姐)及羅家英

上周為沙田田心村十

年一會打醮演大戲，

早於十年前阿姐已經

和田心村結下不解之

緣，當年曾在建醮首

本戲《六國大封相》

中演美人車載丞相。

相隔十年，阿姐再次

為田心村演出，她坦

言好開心、好有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靜儀）林嘉欣昨日出席兒童
繪本《一起愛不同》發佈
會，會上並分享創作繪本的
歷程和概念，嘉欣表示今次
負責創作故事，花了半年時
間籌備，而細女看過繪本
後，原本怕睇牙醫的她對牙
醫的恐懼也減少了。她又稱
只要在香港，每晚也會跟女
兒講睡前故事，覺得這可鞏
固母女情。
早前有家長指嘉欣獨留兩

個女兒在公園五分鐘，嘉欣
解釋自己當時其實一直坐在
一間半露天的餐廳內遙遠觀
察女兒：「我會退一步睇件
事，會選擇遙遠地去睇小朋
友，始終小朋友會長大，家
長冇可能廿四小時黐住。」

嘉欣又稱當時見到一個媽媽
在影相，都擔心影到阿女個
樣。問到嘉欣可擔心被指忽
略照顧女兒？她說：「有邊
個父母唔擔心子女，要給小
朋友學習經驗。」為免女兒
被拐帶，嘉欣透露與女兒之
間有密碼，如果有陌生人說
帶她見媽媽，就要對方講出
密碼。
另外，張學友憑《暗色天
堂》入圍角逐台灣金馬獎
「最佳男主角」，嘉欣透露
本周六晚亦會出席頒發此
獎，問到是否有特別玄機？
嘉欣笑說：「唔知，係大會
安排，(可有信心學友會
贏？ ) 唔知，好似個個都
好，自己冇睇其他戲，只係
睇宣傳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毅儀）人
氣韓星B1A4成員SANDEUL燦多
首次訪港昨午現身觀塘，出席活動
兼舉行簽唱會，吸引近400粉絲圍
觀。身穿米色冷衫的燦多下午3時
許現身，隨即主持聖誕亮燈儀式，
其後燦多用廣東話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係燦多，好掛住你
哋！」
問他對香港的印象如何，燦多
說：「香港是個美麗的地方，來到

香港就覺得很幸福。(可有想吃的香
港美食？)我好愛吃東西，你們介紹
美食給我。」主持即推介他食菠蘿
包。燦多又與另一女粉絲抱抱，令
粉絲冧爆。活動後燦多接受訪問，
被問到昨早在機場看到熱情的粉絲
有否嚇倒，他說：「過往活動都有
隊友在身邊照顧，今次獨自來港的
確有點擔心。首次單拖來港獲得熱
情歡迎，感到很驚訝，幸得香港粉
絲支持，感到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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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可熙蜥蜴對戲內心恐懼
台灣演員吳可熙憑電影《再見瓦城》入

圍金馬獎女主角，片中還和大蜥蜴近距離
對戲，即便蜥蜴不受控制跳到床上，工作
人員被嚇傻，吳可熙雖然也怕，但還是
「等導演喊卡」才停。
吳可熙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表示，當天要

和這隻蜥蜴拍戲，馴獸師強調已經用泰文
馴服蜥蜴，之後牠會按照路線走，沒想到
一開拍，蜥蜴不受控地跳到床上，嚇得泰
國的工作人員不斷尖叫，好在台灣攝影師
穩住，當時拍的好幾個鏡頭都出現在電影
裡。吳可熙那時也是真的害怕，她說：
「但我不可能放棄的，電影已經拍攝到2/
3的階段，前面付出那麼多努力，導演沒
有喊cut，我就會繼續拍下去。」

燦多來港送抱

薛凱琪想考車牌
薛凱琪（Fiona）昨日以嘉賓身份現身澳門賽車場，同場還有

Paco、莫文蔚及周焯華。首次近 距離落場睇賽車，Fiona起初感
覺不大，直至被突如其來的引擎聲嚇一嚇，她正式改觀：「第一
次親身在現場聽到賽車的引擊聲，原來是這麼震撼，嚇得我尖叫
了出來，後來到貴賓室欣賞賽車，終於明白他們得獎後為何會那
麼興奮，因為雖然危險，但真的很刺激。」
不過問到Fiona會否心癢癢想落場鬥車，Fiona帶點尷尬表示，

很多人以為她有車牌，拍戲亦開過車，但原來她是「無牌一族」
，每次拍戲開車，總要勞動幾個大漢推動整架車，營造行車效
果。「其實我有個心願好想去考車牌，一來可以方便拍戲，二來
放假可以帶媽媽四圍去，但一直都抽不到時間，我知道賽車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就算將來考到牌，也不敢奢望可以做女車神去比
賽。」 Fiona說。

JC望再添一仔一女
名模Ana R.同Jessica C.(JC)昨日於中環出席學校

開幕禮，JC愛囡Tessa現時8個月大，JC表示男友
Andy（安志傑）會同囡囡講普通話，而佢自己就講

英文。問JC幾時同男
友Andy註冊結婚？佢
話：「好快，但Andy
好忙，所以未決定日
子，亦不知道會不會
大搞，其實現在沒有
分別，我也是叫他做
『老公』。(會唔會追
返個仔？)一定會，不
過我又想Tessa有個妹
妹，所以最少生多一
女一仔。」

林嘉欣講睡前故事鞏固母女情

■■臨出場前臨出場前，，阿姐阿姐
抽時間溫熟劇本抽時間溫熟劇本。。

■■汪明荃勤力地和汪明荃勤力地和
家英哥對戲家英哥對戲。。

■■汪明荃和羅家英演出喜劇
汪明荃和羅家英演出喜劇《《福星高照喜迎春福星高照喜迎春》。》。 植毅儀植毅儀 攝攝

■■阿姐親自化妝阿姐親自化妝，，
不假手於人不假手於人。。

■■熊黛林與老公郭可頌熊黛林與老公郭可頌
早前到澳門拍攝婚照早前到澳門拍攝婚照。。

■■穿上長尾婚紗穿上長尾婚紗
的的LynnLynn半臥在桌半臥在桌
子上子上，，並小鳥依並小鳥依
人般依偎着人般依偎着KenKen。。

■■燦多與女粉絲抱燦多與女粉絲抱
抱抱，，令粉絲冧爆令粉絲冧爆。。

■■林嘉欣林嘉欣

■■楊受成現身支持女兒楊玳詩發起的慈善義賣活動楊受成現身支持女兒楊玳詩發起的慈善義賣活動，，
並帶容祖兒並帶容祖兒、、方中信等參與活動方中信等參與活動。。

■■吳可熙吳可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
文釗）由楊受成女兒楊玳詩
發起的慈善義賣活動昨日於
淺水灣商場舉行，楊受成與
太太親來支持女兒，並帶容
祖兒、張敬軒來參與活動，
活動嘉賓羅力威就獻唱歌曲
和分享他父親抗癌經歷，而
方中信更即場捐出一萬元作
慈善用途，又拿出珍藏20
年的紅酒作拍賣。楊受成到
場時向傳媒透露已約了祖兒
和軒仔來喝咖啡，但沒有告
知他們有義賣活動，所以祖
兒臨時只好充扮收銀員收
錢，她表示自己家中也有很
多二手衫不捨得丟棄，也有
意拍賣二手衫來幫助有需要
的小朋友，她說：「自己已
經有成立慈善基金，現在想
找一個幫得手的人去運作，
最理想就是在內地起學校，

因為小朋友長大後都會回饋
社會。」
張敬軒表示最近看過書本

《斷捨離》後有新體會，他
說：「以前自己儲落很多古
靈精怪的物件，其實很多都
不需要，生活簡約就好，我
都考慮過將自己入行以來獲
得的過千獎座作拍賣，年底
會先拍賣二手衫，款項會拿
去幫小動物，因為小動物不
會發聲，也希望政府能立多
些例去保護牠們，我和祖兒
有分工，她幫小朋友，我就

幫小動物。」羅力威表示父
親在他10歲時證實患上肝
癌，慶幸最後能戰勝病魔，
他說：「爸爸康復後好熱愛
生命，之前扒獨木舟11小
時圍繞大嶼山一周，都想過
幫他申請入健力士紀錄。」
方中信現場大受小朋友歡
迎，捐出一萬元支持癌症病
童，又拿出私人珍藏紅酒拍
賣，他表示也有教女兒行
善，會用女兒的名義捐錢去
只使用最低行政費用的慈善
團體。

方中信捐珍藏紅酒行善

薛凱琪薛凱琪PacoPaco莫文蔚莫文蔚

周焯華周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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