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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
穎）黃子華昨日出席支持領
養不棄養寵物活動，由於甚
有意義，子華罕有地不收酬
勞義務幫助朋友，更透露剛
領養了一頭流浪狗。問到年
過50的子華可會「養人」？
子華即時棟篤笑上身，笑言
若然在山上遇到紅孩兒叫他
一聲「爹哋」，會立刻帶他
回家。
子華透露收養流浪狗的淵

源：「一直都想養隻名種
狗，直至早前行山遇上一頭

流浪狗，見牠狀甚可憐發出『奀奀』
聲，即時有執牠回家養的諗法，鑑於
牠是狗BB會怕人，我又怕牠咬我，
加上行山沒帶備有關配件，翌日便攞
齊蘋果和袋上山，可是已尋不回牠，
但此事打破我想買狗想法，其實流浪
狗都好得意又可憐，大可領養牠們。
其後朋友在垃圾房發現另一隻數月大
的流浪狗，我決定收養，大家互相好
適應地過了兩、三個星期。」
子華自言十多年前曾養過大狗，曾

經帶牠上過棟篤笑舞台，後來愛犬百
年歸老，子華花上兩年時間考慮先再
養寵物， 因知道做主人要有很大責
任。問到子華會否考慮「養人」？他
笑說：「20年前提議大家去保良局，
有能力就助養或領養，不一定要自己
生，當然這份愛心會更大，所以退而
求其次，養狗都好大挑戰。如果想生
仔的朋友可以先嘗試領養狗，視狗如
BB看待，兩年後覺得應付到先考慮生
BB，（你也是先養狗後養人？）有無
聽過，男人老狗就是屬於我這類，哈
哈，緣分好難講，可能有日行山有個
細路仔好似紅孩兒着住泳褲嗌我『爹
哋』，我便帶他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李
克勤昨日以愛心大使身份出席「高
錕慈善基金聖誕慈善活動2016揭幕
禮」，患上腦退化症的諾貝爾物理
獎得主高錕教授亦有現身，克勤即
場繪畫一件T恤作慈善義賣。
克勤透露年屆九十多歲的外婆患有
腦退化症，已經患病十多年，他說：
「最初以為婆婆是年紀大變得遲鈍，
但有次食飯，明明是剛剛吃完的菜都
忘記吃過，現時她正在護老院，我也
不敢告訴人她是我外婆，因怕她受

騙，所以媽咪會帶她出來讓我們探
望，其實她認不到人，（認得你兩個
囝囝嗎？）連我都認不到，所以身邊
人好sad，但都過了最sad階段，是身
邊人辛苦，所以呼籲大家多些關注腦
退化及早預防。」
克勤笑指自己都有腦退化症，因

會經常忘記歌詞，所以每隔幾年便
去檢查，問他會否忘記把錢所放的
地方？他表示：「有太太負責，返
到屋企便會上繳，所以錢由頭到尾
都不知道，總之我的身家和年紀都

不記得，（有否準備保健產品預防
腦退化？）因為簽了英皇，有很多
工作要做，這幾年都不會有事。」
克勤於明天便49歲生日，正日生

日會在工作中度過，之後同太太吃
飯慶祝，昨晚就先與囝囝食飯，他
說：「通常囝囝的禮物是畫卡，太
太可以不用了，年紀都大，就快有
那些症，（生日願望？）身體健
康，香港少些爭拗。」對於蘇永康
近日的言論，克勤表示他何德何
能，不便發表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一年一度大型籌款節目
《歡樂滿東華》前晚順利完
成 ， 最 後 善 款 數 字 錄 得
108,888,888元，比去年成績多
了550萬元。最高籌款項目由
莫曉霖獻唱《愛很簡單》，獲
善長捐出500萬元，而汪明荃
「明荃之友會」製作的「銀紙
花」拍賣則以8萬8千元成交。
剛大學畢業的港姐冠軍馮盈

盈自爆要自己買花球，男友就
毫無表示，她說：「自己買知
自己口味，而且我特別緊張，
又沒有理由叫父母送。」畢業
後的盈盈表示想繼續攻讀碩士
課程，因為有碩士資格才能註
冊做營養師，但也要看工作上
能否配合。」
洪天明和翟威廉表演「雙雄

奪寶奇冰」後手震震，原定表
演的伍允龍因綵排時手骨裂受
傷，天明笑道：「我是偷雞
王，亦不怕受傷，因為我們沒
練過，一正式就劈下去，但我
們就劈同一塊冰。」天明祝伍
允龍早日康復，更笑對方手臂
康復後會更強壯。
黎瑞恩就透露首次入紙明年

紅館開演唱會被拒，現在打算
另覓場地演出，她說：「自己
比較心急，想為腎病病人籌
款。」小恩子稱朋友收到消息
她開騷後，都紛紛請纓做嘉
賓，但為保持神秘現在不能透

露嘉賓陣容。
溫拿與太極一起夾band掀起

全晚高潮，校長譚詠麟表示兩
隊樂隊為下月演唱會熱身，坦
言只演一場絕不加場，但有直
播讓未能入場觀眾欣賞。提議
他們可以超時演出時，阿倫笑
道：「要看到時場面有沒失
控，要罰錢就罰死他們啦。」
對於好友曾志偉被拍到在日本
攬女購物，阿倫笑道：「志偉
的事我不知，如果他搞不掂就
我頂啦。」

陳法蓉稱行得正企得正
陳法蓉與劉倩婷前晚代表

慧妍雅集捐出170萬元善款，
對於與小冰鬧不和，陳法蓉
稱看新聞得知她退會，至於
被小冰以曱甴來形容她，她
說：「首先多謝大家關心，
當日在場的人已講清楚，我
沒有不禮貌對人，件事過去
咗，我有證人，沒有做過不應
該做的事，過去了就由它過
去。」陳法蓉強調自己是行得
正、企得正的人，對小冰決定
退會，她說：「很多人都試過
因為小事情被誤會而不開心，
換着是我也會不開心，因為不
是事實，最後一次講過去的事
由它過去，我活在當下。」至
於與小冰能否做回朋友，她
說：「我都是活在當下，將來
的事將來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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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暖男Op-
pa」朴寳劍上周五才來港出席MA-
MA音樂頒獎典禮，但他本月17日
又將再臨香江，於亞博舉行亞洲粉
絲巡迴見面會。他表示因這是他在
香港的第一次粉絲見面會活動，他
很緊張地等待着。
談到他在香港見面會節目完畢後
和全埸粉絲擊掌這個福利，他說：
「因為想在活動中更近距離的與粉
絲們交流及互相問候，所以便開始
思考『有什麼辦法？』，最後跟公
司同事們研究了所有意見便有此決
定。當知道粉絲們都很喜歡完場後

可以和我擊掌我也感到很開心，哪
怕只能用很短暫的時間和每位到場
的粉絲擊掌，但因這同時是與粉絲
們近距離接觸的機會，我也覺得這
是很好的構思和安排。」
至於見面會距離聖誕節只有八

天，問他屆時會否在台上唱聖誕歌
或入鄉隨俗唱廣東歌？他微笑地大
賣關子稱「請大家直接來現場確認
吧」。來港多次的他亦非常喜歡香
港，他說每次來香港都有很多粉絲
真心地歡迎他，親切地對待他，所
以他懷着十分感恩的心，而香港的
夜景也令人印象深刻。

經常忘詞 克勤自嘲患腦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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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港迷親切對待 朴寳劍緊張見面會

剛在上海拍戲回港的梁朝
偉，表示明天又要到北京

拍《捉妖記2》，昨日專程度期
回來宣傳。提到太太嘉玲本月生
日，偉仔坦言到時二人都要工
作，沒有時間慶祝，更直言沒有
準備禮物給她。笑指偉仔常有驚
喜給嘉玲，收藏禮物在家中讓嘉
玲尋找，他笑道：「今次沒有
了，沒有驚喜，因為趕不及，日
日都要工作。」
至於嘉玲與關之琳被傳不和，

偉仔表示也是從報章上得知，問
他有否被事情嚇倒，他笑道：
「沒有，現在也沒有什麼事能嚇
到我。」偉仔稱嘉玲沒有向他談
及此事，也沒有流露不快之情，
所以他也不用安慰她。提到關之
琳想復出拍戲，但希望有相熟的
對手，問偉仔有沒有興趣與之之
合作，他說：「拍戲很難說，因
為是一種緣分，不能刻意安排，
而且演員好被動，不是想做就去
做。」至於盛傳偉仔會參與內地
真人騷節目，他表示尚未落實，
一切交由公司去安排。

Eason讚偉仔唱得好
片中扮演失意歌手的陳奕迅

（Eason），需要偉仔和另一主
角金城武開解，笑問他現實中會
否開解太太徐濠縈時，他笑道：
「不用我，她見到女兒就乜都

『渡』晒。」Eason也不欲介入
太太與何超儀的不和傳聞中，表
示事件已過去就讓它過去。
首次與偉仔合作的Eason，表

示拍完戲後大家更熟絡，知道對
方頗喜歡唱歌。有傳Eason為偉
仔唱demo錄音電影歌曲，他解
釋道：「其實是當日我霸了錄音
室，王監製（王家衛）見偉仔未
到，就叫我唱兩句聽下，我們都
錄了好多首歌。」嘉玲笑指偉仔
唱歌走音但慶幸夠感情時，Ea-
son說：「她的說話令大家好開
心，其實偉仔唱得很好，也有翻
唱我首歌《十年》，演戲和唱歌
都相通，演戲好的人唱歌都會
好，唱歌不一定要震音、咬字工
整才叫有技巧，都講究表情，我
現在聽音樂的水準是會留意節奏
和表情。」

張榕容捉金城武問戲
張榕容戲中與金城武演一對且

有親熱戲，網友都坦言男神被她
搶走，她聞言笑道：「真的對不
起，我也不知道。」張榕容稱與
金城武有一幕接吻戲，但都是以
可愛手法交代，也不用她性感演
出。問到鏡頭外的金城武是否愛
搞笑，她說：「他很和善，埋位
前我都捉住他，問他這場戲要怎
演，NG方面還可以，因為大家
都先笑完才埋位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

文釗）梁朝偉、陳奕迅和張

榕容昨日為電影《擺渡人》

宣傳造勢，眾人搭上舊式帆

船出海與市民會面，吸引大

批市民在海邊圍觀。三位主

角即場調酒，配合電影橋段調

製一杯一喝即醉的酒，他們在

胡亂調酒後都不敢試酒，場面搞

笑。對於太太劉嘉玲與關之琳被傳

不和一事，偉仔坦言也是從報章上得

知，沒被事情嚇倒，更說：「現在也

沒有什麼事能嚇到我。」輕鬆談嘉玲之之不和傳聞輕鬆談嘉玲之之不和傳聞

偉仔偉仔：：沒什麼事沒什麼事
嚇到我嚇到我

香港文匯報訊黃智雯昨日與胡鴻
鈞出席商場聖誕活動，獲母親及婆
婆到場支持。她坦言因為近來忙拍
劇，很少見到家人，就連婆婆兩日
前生日，也只能趁兩個小時的小休
時間與她食餐飯慶祝。而她也預料
聖誕、新年，以及月尾的生日也要
於工作中度過，趕拍另一新劇。黃
智雯希望到時能抽空與男友食飯慶
祝，她說：「都OK嘅，男友好明
白我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台灣女星陳妍希現正專心
養胎，楊丞琳昨日上載一班好友為妍希搞
的Baby Shower照，代表預產期在兩個月
內，並留言：「昨天很忙之下午場～妍希
的baby shower」。眾人當然來個大合照，
見丞琳一手摸着妍希孕肚，未知會否加快
她結婚生B的衝動呢？

楊丞琳
為妍希搞Baby Shower

黃智雯
呻佳節要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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