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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丹指《開心速遞》應會加碼
■ 《 開心速遞
開心速遞》
》 推出
一個月，包括劉丹
（左二
左二）
）等演員昨日參
加「滿月
滿月」
」慶祝活動
慶祝活動。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劉丹(丹爺)、單立文、
湯盈盈、呂慧儀、蘇韻姿及邵珮詩等昨日出席處境劇
《愛．回家之開心速遞》的滿月派對，眾人切蛋糕及食鮑魚慶祝劇集播映一
個月，而劇集的收視亦相當不俗。丹爺指其新抱楊冪去健康院不代表有喜，
又謂現時工作環境可讓他常見到小孫女，自己並不急於再要多個孫。
180 集，現在已
劉丹表示劇集暫定會拍攝
拍了 30 集存貨，進度相當理想。問到

會否添食時，他笑說：「以我經驗是會添
食。以往我拍的處境劇都會加碼，別要我這
麼『冇面』。」 他指劇集播出第一個月，觀
眾及演員仍處磨合期，但反應都不俗。說到
他忙於拍劇，豈非沒時間湊孫？丹爺指不用
拍通宵， 還可回家吃晚飯見孫女「小糯
米」。「孫女還說『爺爺 Good Evening』。
(想不想再抱孫？)不到我去想，隨緣啦，他們
有計劃。」
談到新抱楊冪被拍到在南京一間母嬰健康
院出現， 因而傳出再有喜？丹爺反問：「去
母嬰健康院就有了？她成日捱夜，檢查一下身
體而已。(有否透露好消息？)暫時沒有，隨緣
啦，急不來，有一個(孫)止癮先。」楊冪昨日
亦透過其工作室的微博表示，她去健康院是因
為稍後新片有醫護相關情節，「而在醫院體驗
生活，為更好地理解角色努力，很投入很開
心，身體也棒棒的，謝謝大家關心了。」

■劉丹
指 新 抱
楊 冪 並
非 再 次
有喜。

■蘇韻姿

■ 湯盈盈

已接受了
手術。

High 到爆
燈。

蘇韻姿復工手術順利
蘇韻姿早前發現右頸顎骨位置長出巨瘤，

不擔心奇妙前景

鄭融首拍劇 即送熒幕初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奇妙電視劇
集《100 天》愛情系列，開鏡拜神儀式於昨日
舉行，台灣藝人廖威廉聯同鄭融、吳嘉龍、林
耀聲、李靖筠、麥子樂及唐貝詩等一起出席。
首次拍劇的鄭融感覺很好玩，演出前她有熟讀
劇本和參與圍讀。
在今次劇集鄭融跟威廉玩閃婚，但吳嘉龍
出現令二人感情起波瀾，她還要獻出熒幕初吻
給威廉，因此有點緊張。談到男友是老外應比
較開放，對方會不會介意？鄭融笑說：「他都
會介意，最好是我什麼都不做，但做演員則是
避免不到！」叫男友將她「私有化」便不用做
啦！她笑指工作還工作，但不用再做都可以考
慮一下。
另有傳有線電視「閂水喉」，鄭融透露
最初聽到傳聞也感到好突然，不過她的酬
勞已收足，劇集又一直如常開工，以她所
知有線跟奇妙電視其實屬於兩個部門，因

此也不會擔心。

威廉準備利是給拍檔
廖威廉首次來港拍劇，他正努力學講廣東
話，其劇中角色是說他從台灣來港，可謂是度
身訂做。對於即將奪去鄭融熒幕初吻，威廉笑
說：「我已準備了紅包，但還好吧。角色是老
公和老婆關係，Kiss 也是很正常的事。」威廉
過去曾於電影中背部全裸露股演出，他笑言劇
集安排在合家歡時段播放，尺度不可能那般誇
張，不然也怕會把媽咪級觀眾嚇倒。
提到舊拍檔棒棒堂的阿緯當餐廳老闆，已
不用做演藝圈，威廉帶笑指這次來港也會取
經，回台灣計劃開餐廳。會想學阿緯般結婚生
小孩組織家庭？威廉指阿緯外形雖不算團隊的
好榜樣，但他從拍拖到結婚都很穩定，現更當
上老闆，吃飯都有秘書跟在身旁，實在是他們
團隊的好榜樣。

譚詠麟讚有實力有金曲
望關淑怡勇於面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譚詠麟(阿
倫)向來關心後輩，對於日前關淑怡涉嫌刑
事恐嚇被捕一事，他稱有留意新聞，過往
曾多次勸勉對方要放鬆心情，但不知她有
何心結是無法解開。阿倫覺得解鈴還須繫
鈴人，要靠自己去想通和面對。
阿倫、區瑞強、肥媽、森美前晚出席晚
宴活動，剛從外地返港的阿倫有從報道得
悉關淑怡的事，他表示沒聯絡過對方，要
給她多點時間去想清楚要怎樣。有指關淑
怡財政出現問題，阿倫謂：「大家對她的
歌曲非常熟悉，只要她去想清楚，她有實
力、有歌迷，歌曲又好聽，擁有不少金
曲。整個珠江三角洲有過億人聽廣東歌，
她要『的起心肝』。」
關淑怡不時在社交網上訴苦，問阿倫知
她有什麼心結解不開？阿倫謂：「不知
道，不知她有什麼心結想不開，其他人也
幫不上，要靠她自己想通。(有傳曾志偉幫
她解財困？)當然是志偉，她的老竇，哈
哈。(有指關淑怡不聽志偉電話？)他好忙，
要打邊爐，我不知道喎！」阿倫稱曾勸過
對方，以往出來都叫她放鬆點，說過很多
次。「那麼漫長日子要自己照顧自己，不

可靠身邊人
提點，始終
要 自 己 面
對。」
有傳關淑
怡因欠租問
題，被酒店
斷水斷電，
阿倫不置信
說：「無需 ■ 阿倫希望關淑怡能振作
要這樣，叫 起來。
她走便可，
要用煙攻？放煙在門口？無從稽考！」又
指以前寶麗金藝人和工作人員常有聚會，
大家都很關心關淑怡 。

區瑞強最貴帽子值近萬
同場的區瑞強將於 6 月舉行入行 40 周年
演唱會，他透露會請阿倫和曾志偉做嘉
賓。說到阿倫除他帽子，區笑言：「 阿倫
話揭頂是其專利，他以為充滿神秘感，會
篤到我要害。事實上我戴帽是省卻整頭的
麻煩，現時家中有幾百頂帽，最貴一頂是
老婆買， 價值近萬元。」

遂向公司請病假做手術，日前經已復工。談到
健康情況，她說：「現在身體都 OK，只是之
前體力好過現在，(現在)較易倦，整體上都
OK。」又表示連同做手術，共休息了九天，
現要用疤痕貼及穿樽領衫遮住疤痕，因不想見
到疤痕導致不連戲。她坦言復工頭兩日有些
「甩漏」，很多謝同事對她的遷就及鼓勵，令
她感到很幸福。
邵珮詩近日被拍到與圈外男友拍拖行超級
市場，買菜回家「煮飯仔」，問二人是否拍
拖？她初時還想否認：「朋友不是男就是女，
行超市很正常，(煮飯仔？)那天媽咪不在家，
我下廚。」再問到男友可有讚其廚藝？ 她才
默認說：「本身很少煮給朋友吃，他都有讚。
(拍了拖多久？)不能說，未肯定。(未肯定又一
起回家？)他幫手拿東西回家開Party。」
另外，無綫昨日公佈上周收視，《開心速
遞》平均收視有 22.2 點，羅嘉良回巢演出的
《與諜同謀》平均收視有 22.7 點，至於首播
新劇《我瞞結婚了》平均收視為 20.8 點。而
上周六晚播放的慈善騷《博愛歡樂傳萬家》，
雖有王馨平騷胸獻唱，但平均收視只得 13.5
點。

兩屆金馬影后李麗華辭世
香港文匯報訊 曾兩奪台灣金馬獎
最佳女主角的台灣女星李麗華，昨
日傳出離世消息，享年 93 歲。素有
「影壇長青樹」和「女神始祖」等
外號的李麗華，從影 40 年來拍過約
140 齣電影，地位舉足輕重，因而在
前年和去年分別獲得台灣金馬獎和
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發終身成就獎。
昨日包括新加坡廣播電台 Capital
95.8FM 等媒體，都有發佈李麗華仙
逝的事。該新加坡電台在 facebook留
言：「中國影壇長青樹李麗華逝
世，享年 93 歲。資深媒體人管雪梅
向本台證實了這個消息。」香港資
深男星翁午也在 facebook寫着：「李
麗華今日離去，小咪姐，一路走
好！」

成龍單膝下跪頒獎

■鄭融(中)處女拍劇，就要和廖威廉(左)錫
錫，右為吳嘉龍。

6 號沒請食飯
肥媽詐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肥媽瑪利亞與
陸浩明(6號)昨日在將軍
澳電視城為飲食節目
《肥媽教落食平 D》拜
神。節目已拍到第六
輯，二人亦有加人工，
不過肥媽投訴契仔 6 號
沒請過她食飯。
再為無綫主持飲食節
目，肥媽坦言有加人 ■ 肥 媽 和 6 號 是 最
工，問到是否加得很 佳拍檔。
勁？她說：「我覺得
勁，加了Double。6號都有加，現在他有很多、
很多工作，我拍廣告又有叫他，他卻沒給佣金
我。連飯都沒請我食一餐，奶醬多都沒有。」6
號表示之前去旅行有買手信給肥媽，肥媽透露是
金番梘。問6號是否加了人工？他承認拍第四輯
時，已提早跟公司續約，加了雙位數人工。
談到近年黃淑儀及李家鼎等亦有主持烹飪節
目，問到可擔心節目被比較？肥媽認為無需比
較：「飲食節目百花齊放，愈多愈好，大家睇完
煮給家人吃，家庭更溫暖。」又透露今輯6號會
下廚，是煮啟動電飯煲電源就煮好的菜式。

出生自梨園世家的李麗華，雙親
為京劇名伶李桂芳和老旦張少泉，
因此自小便拜師到京劇名宿穆鐵
芬、章遏雲門下，並於 1940 年、即

■在前年金馬獎，成龍(右)以單膝下
跪頒獎予李麗華(中)。

資料圖片

16 歲時主演電影《三笑》出道，自
此一鳴驚人。她先後憑《故都春
夢》和《揚子江風雲》拿下第 3 屆及
第 7 屆金馬影后，粉絲稱她為「天皇
巨星」，其演藝生涯恰如一部華語
電影史。
成龍在年幼時曾與當年極紅的李
麗華合作，於《秦香蓮》飾演她的
兒子，這是他非常珍貴的童年回憶
和電影經驗，所以在前年金馬獎成
龍單膝下跪頒獎予李麗華，場面感
人。

安仔笑談
「攝入廣告」
直言巧合變美事難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許
志安(安仔)再續約代言健康品牌，昨
日他拍攝新一輯平面廣告，穿上圍
裙炮製沙律。安仔透露與品牌很相
近，因自己愈來愈追求健康，平時
在外面工作很難吃得健康，所以回
家會吃得很清，以菜類為主。
問到是否太太鄭秀文(Sammi)落廚
居多時，安仔沒正面回答。「 通常
家中最多是生果，方便隨時拿來
吃。我對廚藝一竅不通，毫無天
分，只懂介紹食材。(Sammi 最拿手
是什麼菜式？)很多都美味，最難忘
是她煮的第一道菜，不好吃當然更
難忘！」
提到早前安仔和 Sammi 到日本旅
行，意外地在原宿表參道被攝入餅
乾品牌的廣告內，最後演變成善
事，餅商捐出七萬塊餅行善。安仔
謂：「是好事，一件巧合事件，結
果有七萬人讚，令很多人受惠，這
巧合變成美事，相當難得。」笑言
希望藉此打入日本市場。有指安仔
表現冷靜，他說：「我都看回自己
的反應，通常行街都是『懵吓懵

■安仔自言現在食得很清淡。
吓』，對側邊事物沒甚反應，可能
是放假關係。(對鏡頭不敏感？)我對
鏡頭很敏感，去東京都會到該處逛
逛， 沒理由去郊遊，條路如像香港
的中環、銅鑼灣，這次是美麗的巧
合。」
至於 Sammi，近日亦與創作女歌
手盧凱彤攜手合作，為「好心情
@HK」 活 動 創 作 主 題 曲 《 衝 過
去》，拍攝 MV 時 Sammi 更投入得
感觸掉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