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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一眾演員分組對打，不過翠如錫住男友Ed-
win未有真打，她笑指因自己身體較虛弱，近

來都在深圳拍攝劇集《使徒行者2》，昨日也是從
內地趕返港出席活動。她又稱因每次宣傳都不在
港，都感到不好意思。
Edwin就笑說：「我都好忍手，拍攝時真是兜巴

打過去，但她要靠個樣搵食，所以費事打面。因今
周劇情說她很殘忍地甩掉我，大家可以看到黃宗澤
為何叫『渣男』，連兄弟老婆都撬。」問到兩人可
有機會一起收看劇集？翠如笑說：「好彩沒有，不
過我在內地開工，都有一直追看，看到咬牙切齒，
特別是黃宗澤對龔嘉欣很殘忍。」Edwin就笑說：
「我看到妳都很咬牙切齒，我記得拍過什麼的。」

爆女友常網購慳「婆乸數」
Edwin透露兩星期後便出發到西樵山開工，聖誕

也可能在當地度過，但都會盡量抽時間到深圳陪女
友過節，因不想女友一個人在深圳過，而且佛山去
深圳很近。翠如卻大潑冷水：「聽住先啦！(男友平
時信用如何？)他好過我。」問到翠如可會買定聖誕
禮物給男友？翠如即望住男友說：「Sorry，今年沒
有時間去準備。」Edwin就大爆女友經常在內地幫
襯淘寶：「她為了慳運費那些『婆乸數』。」翠如
就開心分享購物樂，笑指將酒店房佈置得有如屋企
一樣，飲料、食物、床單及廁紙都是網上淘回來。
Edwin大呻：「但都沒有我份，不要講劇集，真實
世界都是這樣，你說傷不傷心？」翠如聞言就表示
留了一格廁紙給他。
龔嘉欣笑指原本安排她打「小三」劉佩玥，但懷

疑對方怕被她和「大姑奶」莊思敏打傷，故沒出席。
劇中經常要喊的嘉欣，預告之後還有場與黃宗澤爭奪
女兒的戲份，該場戲更喊到崩潰：「那場戲我要失控

尖叫，拍完喉嚨痛，那場戲拍了幾天，要多角度拍
攝。那場戲很慘，拍到眼腫又腳軟，回家也不開
心。」嘉欣表示拍攝那兩個月每天都喊，情緒也受影
響，回家有時都眼紅紅。問以後會否不敢再接這類慘
戲？她說：「都有少許害怕，許久沒試過如此投
入。」她又不諱言現實經歷是幫到自己做戲。

龔嘉欣指曾被「小三」介入
問到是否也曾經歷被「小三」介入感情？嘉欣坦

白承認：「是發生在入行之後，但過去了不想再講，
免得影響人家。」當追問該「小三」是否選美出身的
行內人？嘉欣即扮失憶說：「不知道，不講了。」之
後扯開話題，講今次因太投入角色，以致晚上失眠，
幸好出來反應好也是值得的。問到可想憑此角在台慶
頒獎禮奪得最佳女配角？嘉欣坦言希望有機會得獎，
又笑謂希望觀眾稍後跟她再崩潰多一次。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李思
穎）鍾楚紅(紅
姑)感情空白多
時，至今仍未有着

落，她自爆因怕被傳
媒影到，就算有異性相約
亦未敢赴會，不過暫時未
遇到合眼緣對象。

紅姑昨日一身黑白色型格打扮出席韓國護膚品牌活動，
品牌更為她推出限量明信片，天生麗質的紅姑對護膚品要
求主要不是在動物身上做實驗，並崇尚草本天然成分的護
膚品，但每月在這方面花費不多，因她覺得慣常用開的幾
隻護膚品舒服便已足夠，無須試太多。

打消聖誕旅行計劃
喜歡自然的紅姑，不會考慮醫學美容打針方法：「不敢
試，怕會變成不是自己的樣貌。」問她是否很懶用護膚品
的人？紅姑反問：「你們看得出嗎？自己喜歡自然。」

紅姑的護膚心得主要是運動和睡覺，她笑言未必有充足
睡眠，但往往睡得不夠時都會堅持做運動，因血液循環
好，人也會容光煥發。而她最喜歡是行山，問到有否相約
周潤發一起行山？她說：「未有機會，因發哥很早去行
山。」早前紅姑透露希望聖誕節期間到耶路撒冷旅行影
相，現已打消念頭，因聖誕前已去了一趟旅行及有其他工
作，而且影一次相需花很多時間去計劃。問她會否帶團教
人影相？紅姑謙稱不敢，因未夠班。
另外，聖誕時會否相約朋友開派對？她稱要視乎情況，

至於可有男士相約？紅姑頗大反應說：「邊個敢dating
我，(是否怕被傳媒影相？)人家不驚我都驚，不是都講到
是，去到哪裡也逃不過傳媒的眼睛。(可以在家約會？)那
很悶的，都要去街。」笑問她難道今次出外旅行是拍拖？
紅姑叫大家猜測一下，未有正面回答。問到紅姑是否不恨
拍拖？她反問：「是否看得出？無都幾好，不要勉強。
(是否有人相約也不敢出街？)不敢出街，又不敢留在屋
企，不知怎辦。(有合眼緣的男士？)又不覺得有，有都給
你們影了，不用問我，我走不掉的。」她笑指最能捱義氣
的緋聞助手Leo現在都驚了，不再「抵得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敏
娜）一連三日的Clockenflap
音樂節前晚來到最後一天，日
本樂隊SEKAI NO OWARI
壓軸登場，帶來《Hey Ho》
等十多首新、舊歌外，也有唱
出英文歌《Dragon Night》
等。戴着小丑面具的 DJ
LOVE用廣東話打招呼，並
叫「大家玩得開心啲」；主音
Fukase見到歌迷熱情支持，
忍不住高呼「我愛你」。他們
更難敵粉絲呼喚，再度出場安
哥《RPG》，結他手Nakajin
更除下墨鏡以型樣示人，而鍵
盤手Saori除大叫「我愛你」
外，也承諾會盡快再來港開
騷。最後他們揮手送飛吻致謝
後才離去。
另一邊舞台壓軸登場的，
則是相隔多年再來港的英國電

子組合The Chemical Broth-
ers，他們帶來大熱作《Hey
Boy Hey Girl》、《Setting
Sun》、與The Flaming Lips
合作的《The Golden Path》
外，也改編去年Clockenflap
壓 軸 嘉 賓 New Order 的
《Temptation》，把會場變
成舞池。

Foals主音玩「插水」
不過，講到火爆程度則非

首度來港開騷的英國搖滾組
合Foals莫屬，他們帶來新
碟《What Went Down》的
作品外，主音Yannis興奮到
多次爆粗，他更兩台衝下台
與粉絲握手，第二次更玩
「插水」躺在粉絲身上，有
粉絲捉住他不放時，他還回
贈對方一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蕭正楠
(Edwin)、張繼聰、龔嘉欣、黃翠如、陸
永、莊思敏、鄧佩儀及黃山怡(糖妹)等昨
日到紅磡一間健身中心，出席無綫劇集
《幕後玩家》宣傳活動，齊齊在擂台上
以泰拳進行格鬥。當中以張繼聰和陸永
最搞笑，當陸永戴上護墊時，阿聰就笑
指昨日是陸永的「封筆儀式」，因他已
生了兩個女兒，完成歷史性任務。眾人
更大玩近日大hit的定格挑戰。Edwin又
透露會盡量抽空陪女友翠如過聖誕。

怕被記者偷拍怕被記者偷拍紅姑紅姑未敢約會異性

《《 幕 後 玩 家幕 後 玩 家 》》泰 拳 大 戰泰 拳 大 戰

想深圳共度聖誕想深圳共度聖誕
蕭 正 楠 黃 翠 如

SEKAI NO OWARISEKAI NO OWARI
讓港迷盡興讓港迷盡興 承諾必重來承諾必重來

■SEKAI NO OWARI■SEKAI NO OWARI。。

■鍾楚紅自爆不敢隨
便和異性約會。

■■紅姑指今個聖誕未能外遊影相了紅姑指今個聖誕未能外遊影相了。。

■■張繼聰張繼聰((左左))跟陸跟陸
永齊攬實沙包永齊攬實沙包。。

■■龔嘉欣龔嘉欣
(( 左左)) 稱 曾稱曾
遇遇「「小三小三」」
破壞戀情破壞戀情。。
旁為榶妹旁為榶妹。。

■蕭正楠(右)
當然不介意被女
友黃翠如 (左)

打。

■■《《幕後玩家幕後玩家》》眾演員藉打泰拳宣傳劇集眾演員藉打泰拳宣傳劇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梁靜儀）郭富
城(城城)昨晚到中環置地廣場出席聖誕慈善義賣
活動「分享願望的喜樂2016」，他更擔任活動
大使及開幕典禮主禮嘉賓。台上城城分享自己
的聖誕願望外，又與兩位受助的小朋友在台上
互動，其中一位小朋友表現得很活躍，走來走
去，但城城都顯得很有耐性，和小朋友傾偈。
已第三年出席活動的城城，受訪時表示活動是
幫助3至14歲患重病的小朋友，覺得很有意義，
加上他又剛好在港便答應出席。他謂見到病童表
現得很積極，但亦有其他小朋友沒這麼幸運，所
以希望大家落力捐錢令更多小朋友受惠。
城城認為實現夢想不單對小朋友很重要，連

大人都一樣。他小時的夢想就是做賽車手、作
自駕遊及駕駛直升機，長大後就想得獎去證明
自己的工作能力。城城說：「有些夢想實現
到，好像18歲就考到車牌，如今只欠駕駛直升
機，到沒那麼忙就會去考牌。」

片約已排到明年底
說到他剛才在台上對小朋友很有耐性，城城

笑說：「曾與小朋友拍戲，有一套溝通方法，
並不困難。剛才的小朋友是活躍，但令到在場
人士開心。」問到是否已準備好做爸爸？城城
也不否認說：「我這個年紀與人生經歷，這一

刻是可以做爸爸。始終工作很忙，希望將來能實現。(喜
歡仔或女？)我比較傳統，第一個想生仔，第二個生女。
(幾時「造人」？) 工作真的很忙，電影都排到明年年
尾，(後年實現？)不知道，(結婚呢？)有消息的話便說給
大家知。」
與女友Moka打得火熱的城城，被問到近日盛傳Moka

有孕？城城即時否認：「不是，假的，總之覺得每個人
都要健康，要保護自己身體，不要病，多做運動和休息
很緊要。」他又透露女友已病癒。問到聖誕節會否與女
友一起過？城城表示不會了，因他要拍電影《西遊記．
女兒國》。

城
城
對
小
孩
有
耐
性
嘆
太
忙
無
暇「
造
人
」

■■郭富城自言忙到極點郭富城自言忙到極點，，暫未能抽空生小孩暫未能抽空生小孩。。

■■城城有不少跟小孩子拍戲的經驗城城有不少跟小孩子拍戲的經驗，，對他們很有耐性對他們很有耐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昨日是舒淇婚
後的首個香港活動，對在上周六金馬獎被主持
陶晶瑩大爆懷孕，舒淇雖已公開否認有喜，但
透露一直想退休，之後可專心生孩子。
昨日舒淇到又一城出席護膚品牌活動，同場

嘉賓有謝婷婷、馬詩慧、歐鎧淳等。穿紅色套
裝的舒淇，成為人妻的她被問到是否習慣被稱
呼為馮太時，她笑說：「聽人叫太太，好像很
老。」日前舒淇出席台灣金馬獎，被主持陶晶
瑩大爆懷孕消息，事後舒淇已作出否認，而翌
日她從台返港時被傳媒追訪卻拔足狂奔。問到
狂奔是否想證明無懷孕？舒淇否認：「不是，
只是不知有這麼多記者在等，出來時都嚇了一
跳，怕影響其他旅客，以及沒料小小一個玩笑
竟鬧得這麼大的風波。」
對於陶晶瑩因開玩笑而遭網民狂鬧，舒淇指

她倆都為此感到不好意思，但做人要開心些，
不要鬧人。舒淇又稱知道大家關心她是否有
喜，但覺得生兒育女是上天恩賜的禮物，「人
們常問我是否有BB，中國人(有B)未過三個月
不可以講；第二講大話亦不好，所以大家懷疑
我就別來問我，多謝。」她指這廿多年來身體
調理得不好，若然要生BB，一定要好好調理
一下。
舒淇在受訪時不停把玩手上戒指，問她那是

否婚戒？她笑說：「不是，只是代言戒指，我
手上的閃粉不是更閃麼？」又笑指自己是個稱
職代言人。問到明年大計，舒淇明言很想退

休，「但未決定到，(退休後有無想過做什
麽？)會專心生孩子。」至於聖誕節，她說會和
老公撐枱腳，食燭光晚餐度過。

婷婷爆謝賢曾吃煨蟑螂
同場的謝婷婷表示剛去了上海拍馬楚成導演

的《歐洲攻略》，預計拍到今年底，聖誕節未
知在哪裡度過。她又指父親(謝賢)與哥哥(霆鋒)
都拍過馬楚成的電影，馬楚成常說謝賢後生時
的事情給她聽，好似說爸爸很百厭。婷婷笑
說：「聽嫲嫲講，爸爸細個很百厭，經常出街
玩到無飯食，就捉蟑螂煨來吃。我問他現在有
沒有膽量吃，他說沒有。」
女飛魚歐鎧淳在活動上首度開腔承認與香港

棒球代表兼演員胡子彤(Tony)拍拖，她甜笑表
示二人是經朋友介紹認識，最欣賞男友都是運
動員，感覺上大家好像認識了很久。

舒淇想退休 調養身體生B

■■舒淇希望能退出演藝舒淇希望能退出演藝
圈圈，，以便專心生兒育女以便專心生兒育女。。

■■謝婷婷爆父親謝謝婷婷爆父親謝
賢連蟑螂也敢吃賢連蟑螂也敢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