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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鍾
舒漫為岩盤浴專門店擔任代言人，她
透露合約為期兩年，酬勞是開心價。
而她一向有做養生保健再配合運動，
感覺是更舒服和有成效，像有時會做
按摩通淋巴，她亦不介意給按摩胸部
及敏感部位。
今個新年，鍾舒漫將會與家人往馬

來西亞度假，希望父母會玩得開心。
記者笑她若帶男友一起去，父母應更
開心？她笑答：「有咗先啦！」難道
想「有咗」先帶男友見父母？她笑着
解釋：「要有男友才有得見，阿爸阿
媽想我事業順利，都想我感情有着
落，還試過介紹朋友我認識，這方面
我也open，不抗拒有聯絡做一下朋
友！」是否「筍盤」？她笑說：「大

家都是好人！
其實我現在不
是要搵拖拍，
是想找個適合
的人長久下去
再進入結婚階
段，所以不想
求其，我會有
信心，不知阿
爸阿媽擔心什
麼！」

何雁詩演繹情歌想起前度

SBS
昨天發聲明：「節目

聽到觀眾朋友的遺憾和
不捨，決定與宋智孝、金鐘

國在內的6人繼續奔跑。」他
們表示經由多方的溝通，所以先前

因為節目改版而造成的一連串不愉快
的事件，對此，已向成員們致上歉意。成

員和節目製作團隊亦作出協定，「6人決定繼
續與《Running Man》一起走下去，作出這樣
的決定肯定很不容易，再次對作出辛苦決定的
成員們獻上最真心的感謝，同時為了報答過去
7年裡一直支持和喜愛節目的觀眾朋友，未來
會努力做出更好的節目。」據知，今次是由
SBS電視台綜藝本部長親自出馬，年初與6位
成員見面，並了解了當初因為改版而鬧出的一
連串風波，亦就該事向成員道歉。
《RM》能夠起死回生，無疑是對一班
《RM》迷的一大喜訊，但有網民認為「節目
組看起來好隨便」，亦有《RM》粉絲擔心會
否再有變數，他們的心情在這兩個月已經歷過
如過山車般的起伏，有人更希望如果Gary能
「回歸」就更好了。

《鬼怪》膺最喜愛電視節目
至於曾經主持過《RM》的宋仲基在亞洲大
紅後，善心依然，昨日他以薄餅店代言人的身
份現身首爾大學兒童醫院探望病童，親自向小
朋友送上薄餅，最後代表薄餅店轉交1億韓圜
（約67萬港元）捐款，作為資助病童治療
費、醫院研究等用途。而宋仲基日前到台灣為
師弟朴寶劍登台見粉絲，他在台上捏朴寶劍臉
頰，被問到兩人是不是感情好？宋仲基竟說：
「沒有，是為了吃芒果冰才來」，盡顯搞笑本
色。
另外，韓國蓋洛普（Gallup）自本月17至

19日間，針對韓國滿19歲的1,012人進行調
查，由受訪者舉出兩個最喜愛收看的電視節
目，結果大熱劇集《鬼怪》以 12.6% 的得票
率勇奪第一，同時終止了長壽綜藝《無限挑
戰》長達兩年多的一枝獨秀，《無限挑戰》則
獲12.1%的支持率，位列第二名。

大逆轉！SBS
電視台傾掂數

高海寧首擔正搏到盡
直言半裸戲小兒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高海寧
（高Ling）、楊明、黃淑儀、黃德斌、陸
永、湯洛雯等昨日在將軍澳電視城為新劇
《抱佣情人》進行拜神。首度擔演「女一」
的高Ling和「男一」的楊明均大感壓力，
高Ling在劇中會飾演女強人，經常鬧人。
已看劇本的她透露會有不少「勁爆」場面，
當中要被人搣屁股，又要半裸倒吊樹上，認
真搏到盡。
她笑說：「劇情需要都要犧牲，身邊同
事嚷着要代替我給人搣屁股，（會親自上
陣？）未知導演的安排，不過我們是專業，
且搣屁股戲會着紙尿片墊底，另外一場是倒
吊樹上意識半裸鏡頭，但相對咀戲便是好小
兒科的動作戲。」

首度演「男一」的楊明在劇中飾演地產
狂人，經常要狂嗌保持情緒高漲狀態，所以
拍之前會聽Jazz好便腎上腺數上升達到情緒
高漲效果。而他和高Ling在劇中不乏咀
戲，兩人已作溝通，應該問題不大。並透露
與高Ling有咀戲，大家已經溝通過。

楊明笑言拳打問價友
提到女友莊思明在網上被問價，楊明笑
說：「正呀，我在網上叫對方問我價，我可
以的。女友被開價二百萬，希望我有三百
萬，可以留意下我，我有本事賺這些錢，等
我幾拳就可搞掂他。其實網上有些人是很無
聊，若然因而嬲怒便很不得閒，笑下便
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韓國人氣綜藝節目

《Running Man》（RM）去年底經歷「被退

出」風波，6位成員劉在石、池石鎮、HA-

HA、李光洙、宋智孝及金鐘國商議後

決定共同進退，節目面臨散檔危

機，《RM》原定於下月播出最

後一期節目。不過，昨日韓

國 SBS 電 視 台 宣 佈

《RM》不停播的消

息，6位成員將

繼續奔跑下

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何雁詩昨
日到電台宣傳新專輯《Lost In Love》。她
對新碟的感覺是頗圓滿，因為概括了她在去
年所做過的事。相隔兩年後再出碟，她指今
次唱法和心態有所成熟，上隻碟較為少女心
事，這幾年好感激自己曾經愛過的人。
她坦言當中包括前度男友，但不

考慮送碟給對方，應該要他自己
買。何雁詩透露演繹《最真心
一對》歌曲時的確是想起前男
友，當然對過去了的事不抱期望
和回響，但他有份見證亦不妨去
聽一下。問她會否期望有新戀情？

她笑說：「可以的，隨時準備迎接新的關
係，開心是最重要，有一段長遠關係先再想
結婚。」
何雁詩曾經在網上透露試過「零」收

入，對拍劇感辛苦，她表示得到家人愛錫
已感幸福。至於拍劇辛苦跟錢銀無關，全

因自己初期不懂演戲，問她會否減
少拍劇多唱歌？她說：「當然想
唱多些歌，但現時已開始拍劇，
預計頭半年都要拍劇，下半年集
中唱歌方面，幸而劇組肯放人讓
我宣傳，所以拍到朝早六點收

工。」

香港文匯報訊 由王祖藍及內地小鮮
肉王源擔任「王牌隊長」的內地綜藝節
目《王牌對王牌》第二季終於首播。為
了打響打炮，節目請來成龍大哥、曾志
偉、楊冪、趙又廷及黃子韜等擔任嘉
賓，宋茜則擔任「王牌特工」。
結果整集的亮點，除了是成家班準備的

驚喜讓成龍淚流滿臉外，王祖藍出奇不意
的好身手亦令大家大吃一驚，志偉更一度
嚇至天然呆！事緣在其中一個遊戲節目
中，由祖藍率領的隊伍被要求做出「鯉魚
打挺」這個高難度動作，即整個人略為蜷
曲地平躺在地上後，再借助腰力及肌肉的
爆發力跳着站起來。該個動作，對成龍來
說當然是零難度，不過當祖藍同樣輕鬆地
做出相關動作時，全場觀眾及藝人均大表
愕然，祖藍做完動作後亦笑謂：「再做多
一次我要送院了。」之後，緊接祖藍「表
演」的黃子韜，亦輕鬆地做出同一動作，

讓全場拍爛手掌。
而另一個精彩環節，則是宋茜與楊冪的

對壘。雖然在遊戲中被要求將對方弄到變
花臉貓的二人，起初表現得「相敬如
賓」，可惜當柔軟度一流的宋茜成功將
「墨汁」抹在楊冪臉上後，楊冪竟不服輸
地進攻宋茜俏臉，令二人齊齊變花臉貓，
連牙齒都沾上墨汁的宋茜，更被取笑是
「冇牙婆」，十分搞笑。最後，祖藍靠成
龍大哥的身手及福氣，成功取得「零的突
破」，獲得節目中的首次勝利，被取笑終
於可擺脫「藍常輸」的厄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李慶
全）何雁詩推出新唱片《Ｌost in Ｌ
ove》，昨日她到唱片店當一日店長，獲
好友陳凱琳（Grace）、劉佩玥、陳
瀅、賴慰玲及Super Girls成員Cheronna
到來撐場。
好姊妹劉佩玥率先拿錢買唱片支持，
接着陳瀅也簽卡買唱片，賴慰玲都表示
要買、兩、三張唱片送給朋友，陳瀅最
後豪氣地說：「有剩就我包底!」何雁詩
即笑說：「第一批未知出幾多，那要加
碼了！」陳瀅笑答她：「包第一批！」
何雁詩坦言自己也未買唱片，不過也會
買一些送給家人，而見到一班好姊妹來
撐場，她着實好感動。
談到新年一班姊妹會否有聚會？何雁

詩笑言她們每日都有聚會，也看有否散
會之時。陳凱琳看到好姊妹有好成績，
她坦言很高興，也會買唱片作支持，至
於陳瀅是第二次來撐何雁詩，第一次是
兩年前她首次出唱片，今次像看着她成
長和進步，自己就似個大姐姐看着她長
大。何雁詩取笑陳瀅似媽媽，還包起了
她的唱片。談到一班好姊妹聚會，何雁
詩指她們無所不談，感情、人生、家庭

都會講，不過現感情空白，都沒什麼好
講，問到是否Ｇrace最多感情事分享？
何雁詩代解圍說：「她的感情這麼穩
定，也沒新的事好講！」
訪問中途正播出《4個女仔3個bar》

的主題曲時，幾個女仔即時齊聲大叫，
劉佩玥說：「每次聽到這首歌我都會
哭，尤其在不如意和工作壓力大時，一
聽就好感動，但會有振作起來重新出發
的感覺，Ｇrace也和應說：「我們一起
看到這歌的畫面時，四個都會一起哭出
來。」而昨晚她們不約而同齊穿上白色
衫，感覺似結婚場面一般？劉佩玥強調
大家沒夾過，都是湊巧而已，記者指好
像要出嫁了？何雁詩笑笑口說：「沒這
麼快，先感受一下吧！」

陳瀅包底買唱片支持好友 鍾
舒
漫
爆
父
母
做
媒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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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奔 跑跑

■■宋仲基向小朋友送上薄餅
宋仲基向小朋友送上薄餅。。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unning ManRunning Man》》決定不散檔決定不散檔。。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鍾舒漫稱感情未有着落鍾舒漫稱感情未有着落。。

■■金鐘國與宋智孝不計前嫌重返

金鐘國與宋智孝不計前嫌重返《《RMRM》，》，認真大方認真大方。。

■■高海寧與楊明皆是首度擔正高海寧與楊明皆是首度擔正。。

王祖藍「鯉魚打挺」嚇呆志偉

王寶強圓導演夢比票房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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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石華深圳報道）
王寶強自導自演的電影《大鬧天
竺》昨日到深圳宣傳，他率主
演白客、柳岩影迷見面。為
了讓幾位主創好好品味粵
式新年，片方特意將廣東
傳統民俗文化盛會——迎
春花市搬到了現場。這次到
深圳，三位主創體驗了一次

「行花市」。他們還學唱粵語新年歌
《好一朵迎春花》、《財神到》。

談及當導演的初衷，王寶強
坦言：「很多人問我為什麼
當導演，我相信當看完電
影觀眾立離場的時候，大
家會明白我為什麼當導
演，我是為完成一個夢想，
這個夢想比票房更重要。」

■■陳凱琳陳凱琳、、劉佩玥劉佩玥、、陳瀅等前陳瀅等前
來撐何雁詩出碟來撐何雁詩出碟。。

■■《《鬼怪鬼怪》》擊敗擊敗《《無限挑戰無限挑戰》》拿下第一位
拿下第一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宋仲基宋仲基((左左))抱着朴寶劍的
抱着朴寶劍的

腰玩遊戲腰玩遊戲。。

何雁詩何雁詩

■■祖藍祖藍((左左))展示出奇不意的好身手展示出奇不意的好身手。。

王寶強王寶強

白客白客柳岩柳岩

■■Gary(Gary(右一右一))離開離開《《RMRM》，》，SBSSBS暫不安排新成員替補
暫不安排新成員替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