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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
楊千嬅昨日以性感低胸透視裝出
席活動，她是前晚才從台灣拍完
電影《春嬌救志明》外景回來，
逗留當地三日兩夜拍攝得很順
利。本片有望能於聖誕前煞科，
讓千嬅可留港跟家人共度佳節。
昨日同場還有麥明詩等。
千嬅透露台灣外景主要拍她跟

余文樂旅行拍拖，以及在酒店房
扮護士制服誘惑的一場戲，她笑
言不想「穿橋」，但表面親熱鏡
頭不多，拍出來反而似卡通片。
如吳君如再拍《金雞》，大可找
千嬅演臥底差婆以Cosplay造型去
查案，「我都有跟先生講，他支
持我做，但又怕我失禮，想我以

最靚的樣子見人，都叫我減
肥！」問到與先生又有否這方面
的情趣？千嬅笑笑口說：「有小
朋友就不會，相識不久才會有這
衝動。我們都一起十年了，通常
不會要求自己老婆或女友扮，會
傳統保守一點，人家扮就會望一
望！所以導演也不要求我很性
感，拍出來是幾好笑的！」問到
他們一班演員的合照中有大腹便
便的陳妍希，是否她加入演出？
千嬅表示並非如此，只是他們有
跟台灣朋友見面而已。
另談及有的士司機將正餵哺母

乳女乘客的片段放上網遭到批
評，千嬅聞言即說：「這麼賤
格？聽後感到很『忟』，為何要

這樣做？香港是有支持餵哺母
乳，但地方不多，且初生BB隨時
哭着要吃奶。香港是文明社會，
我雖然未看到報道，不能批評，
但(他)也沒權利
拿人家的私隱
放上網，即使
司機保護自己拍
下車內情況，也
不應放上網分
享，這是濫用、
也屬侵犯別人私
隱！」她強調支
持媽媽餵哺母
乳，故也應給
予媽媽和女性
更多保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
張孝全、梁詠琪(GiGi)和金燕玲等
人前晚出席網店宣傳活動，穿上
鬆身裙亮相的GiGi強調自己沒有
懷孕，現在要專心工作，也並非
因未足三個月而不能公佈喜訊。
留港三天的張孝全坦言沒有時

間四處逛，笑言雖然堂姊住在香
港，但沒有介紹香港女孩給他認
識。問到較喜歡台灣還是香港的
女生時，他說：「我都沒有時間
認識香港女生，雖然現在自己單
身，但聖誕節都會和家人過。」
本月28日生日的他，表示可能要
在工作中度過，笑問他生日願望

會否想有女朋友時，他說：「都
可以，如果碰到合適的都可能會
閃婚。」

GiGi開工見不到囡囡
完成廣州站巡迴演唱會的Gi-

Gi，表示現在會稍為暫停，到下年
中才繼續開騷，因有三、四個月時
間要到內地和台灣拍戲。問她要離
開女兒工作會否特別掛心？GiGi
說：「劇組都知我想回港，所以拍
攝期間會有空檔回港，但都有半個
月會見不到囡囡。」
金馬獎女配角金燕玲前晚帶來

獎座分享喜悅，她坦言人生中總

是充滿驚喜：「去年都有信心憑
《踏血尋梅》奪獎，但最終空手
而回，都有失望。今年就沒想過
有提名，因我只是拍了一日戲，
是曾志偉叫我才幫手拍，所以知
道有提名時都很驚喜。」至於得
獎後有否跟好友蘇施黃慶祝，她
笑道：「她沒有看過這齣戲，因
不知我有份演。」

單身張孝全 不排除閃婚

楊千嬅台灣拍外景 大玩制服誘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蘇永康(阿公)日前宣佈太
太馮翠珊懷孕五個多月，他談
及對兒子的期望時，曾表示
「我不想生個梁天恆(指梁頌
恆)，我不想生個游蕙禎，我要
他識『分莊閒』。你可以反
叛，但絕對不可以做一些背祖
忘宗分裂國家的事情。」此番
言論即引發正、反面的評論。
前晚阿公出席寧波車活動擔
任表演嘉賓，他滿臉笑容感謝
傳媒恭喜他將榮升父親。阿公
表示這喜訊令全家人都很開
心，尤其80歲高齡的母親更
恍如年輕了20年，每朝早都
和鄰居太太吃早餐；他也多謝
母親及外母悉心照顧太太這位
高齡產婦。問他何時停工陪
產？阿公說：「我這行應沒侍
產假，雖然小齊(任賢齊)都有
講過不給我做，但我老來得
子，希望將來生活更無憂，也
要接工作！」阿公直言愛可改
變一切，他曾說經歷過一段婚
姻不會再婚，也說過不會生小
孩，但現在又生，他說：「這
都基於愛，我不愛我太太也不
會這樣做！」
談到其生仔不要似「梁游」
的言論遭到批評，阿公從容回
應：「我首先尊重及感謝我的

粉絲，於多個網站不停阻止和
刪除那些留言，但我叫粉絲不
用了，因每個人都有發言權，
由他們去講，講完(我)又不會
死！不過好笑的是他們一post
就十個，我不是盲看不到
的！」會否不開心？阿公笑
說：「學佛的人會有寬恕態
度，他們有他們立場，我不覺
意踩到他們的偶像，自然會憤
怒，但他們終有日會明白香港
是要和諧的！」問有否後悔講
出這番言論？阿公說：「我這
生人做事無後悔過，I have
no regret ! 我蘇永康做人頂天
立地，做錯會認，打就企定，
不會帶隊去到西環就坐的士
走，這是應該有的態度，不然
將來我怎教我個仔呀！」

申請美簽證成功過體檢
阿公又主動提到近日大懵遺

失了銀包，要去補領證件，到
政府部門也遇到不少好窩心的
支持說話。但太太有否叫他不
要再講那麼多？他則指太太當
然支持自己，蘇家做事就是
「有嗰句講嗰句」，如要他重
新再講一次，都會是這一番說
話。至於朋友之間，他表示沒
多談論，不過張衛健就有來電
慰問。又有網民藉此挑撥重提
他吸毒一事，阿公依然從容回
應：「我有做出來，被捕了。
其實沒引渡法，我可以不回台
灣，但我最後也回去承擔法律
責任！而且最近我去申請美國
簽證，差不多申請到時收到來
電，說移民官想我做一次身體
檢查，報告出來我也是呈陰性
反應(毒檢)，最終也成功申請
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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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千嬅日前赴台灣拍
戲，大玩制服誘惑。 ■■麥明詩麥明詩

■張孝全暫時未
有新的對象。

■■梁詠琪梁詠琪
((右右))賀金燕賀金燕
玲玲 (( 左左)) 獲獲
獎獎。。

■■蘇永康並不蘇永康並不
後悔發表後悔發表「「生生
仔論仔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
汪明荃、曾志偉、黃心穎、翟威廉
和一眾應屆港姐及港男等，昨日參
與籌款節目《歡樂滿東華》的拜神
儀式。日前志偉被拍到在日本攬女
購物，他解釋對方其實是女化妝
師，當他到日本探朋友時原來對方
正在搬屋，所以和化妝師結伴出外
幫這朋友添置用品。
志偉稱金馬獎時曾答應過得獎便

請工作人員出埠玩，雖然最終他沒
拿獎，但也依計劃請大家去玩。
「我們去日本順道探朋友，打算去
他家吃飯，但原來他正搬屋，所以
就跟化妝師一起去幫他買東西。我
都沒有搭過女化妝師膊頭，只是一
起揀東西時的錯覺。」
提到兒子曾國祥執導的《七月與

安生》成就兩位金馬女主角，志偉
笑道：「他現在日日都醉，我要返
來做《東華》就沒有一齊。我都替
他開心，以前《最佳拍檔》打破票房
紀錄時，我都開心到有兩個月沒有閉
上嘴巴。」至於兒子下部電影是否與
志偉父子檔演出，志偉說：「當然
要先幫陳可辛啦，做人最重要是不
可忘本，相信他們已有計劃。」
與眾港男表演疊羅漢再射箭的黃

心穎，表示綵排時雖然百發百中，
但也緊張正式演出時有壓力，希望

爭取更多時間練習。

心穎早猜到香香好事
提到岑麗香宣佈結婚一事，早前

回加國探親的心穎已傳短訊恭喜香
香，大讚她將會是個靚新娘。心穎
說：「我在溫哥華時都收到少少
風，因可辦婚禮的地方不多，攝影
師也少，相信香香的婚禮會好
sweet和難忘。」
原定演出項目「雙雄奪寶奇冰」

的伍允龍，因練習劈冰時意外受
傷，結果由翟威廉臨時拉夫頂替。
威廉說：「前日公司通知我要演
出，有伍允龍的經驗，我也會小心
處理。」至於會否取消劈冰環節
時，他說：「都會劈冰、木箱和砂
煲。我以前在韓國練跆拳道時也劈
過木板，雖然性質不同，但都是講
求集中力和臨場狀態。」

曾志偉出席拜神 否認日本搭女性膊頭

■曾志偉(圖中淺綠衫者)昨日聯
同其他藝人為《東華》拜神。

■■黃心穎稱她之黃心穎稱她之
前已猜到香香好前已猜到香香好
事近事近。。

對於粉絲捐出由1,000元、100元、20
元和10元紙幣摺成的銀紙花，阿姐

表示那六朵花共花費約16,000元，並取
其意頭以68,000元拍賣。

拒自行競投銀紙花
阿姐受訪時表示暫時未有目標要籌得
多少善款，但知道今年有很多大支票來
支持東華。問到有沒有興趣自行投回銀
紙花？她說：「不會啦，留給其他善長
仁翁去競投，平時粉絲都可以摺給
我。」
之後輪到李克勤與剛出爐的羽毛球公
開賽男單冠軍伍家朗合作，跟葉姵延和
趙增熹進行對打，克勤笑言在冠軍面前
不敢稱球技好，但他本身則與伍家朗相
熟。克勤說：「恭喜他贏了冠軍，一星
期前我也有去看他比賽，之後去日本也
緊貼賽事的新聞。成為香港第一個公開
賽男單冠軍，真的不易。」

打消再辦喜宴念頭
今年是克勤與太太盧淑儀結婚十周
年，他早前與太太到日本玩六天共度二
人世界，他說：「當年我們結婚時，每

位賓客都送了一本相冊，最後有一張請
柬，是十年後和大家再吃一餐。但當我
和太太商量過後，還是不想打攪大家，
都有朋友問我為何不『找數』。」
至於送了什麼禮物給太太？克勤笑

道：「應該要送的都已送了。」笑指他
會否追個女兒時，克勤即打斷道：「夠
啦，不要咒我，我沒有時間、沒有錢，
為了兒子已轉公司。而且我也沒有那麼
多愛分給小朋友，不關『高齡產婦』的
事。」

群 星 落 力 為 東 華 籌 款群 星 落 力 為 東 華 籌 款

李克勤李克勤結婚十周年結婚十周年
無意無意「「追女追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每年一度的無綫大型籌款節目《歡樂

滿東華》昨晚舉行，包括汪明荃(阿姐)、李克勤、鍾鎮濤與溫拿等人

都有份參與。一如以往，阿姐的一班忠實粉絲都會以摺銀紙花作拍

賣，今年「明荃之友會」捐錢摺成的銀紙花以底價68,000元進行拍

賣。而克勤亦和羽毛球好手伍家朗合作打波。

■■《《歡樂滿東華歡樂滿東華》》昨晚舉行昨晚舉行，，多位無綫藝人與歌手均多位無綫藝人與歌手均
為善事出一份力為善事出一份力。。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李克勤李克勤((右二右二))夥伍家朗打羽毛球夥伍家朗打羽毛球。。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左二)代表東華
接收捐款支票。 彭子文攝

■■阿姐這幅銀紙阿姐這幅銀紙
花以底價花以底價 6868,,000000
元進行拍賣元進行拍賣。。

■■鍾鎮濤鍾鎮濤((右二右二))唱歌助興唱歌助興。。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