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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
劉心悠昨日一身密實睡衣打扮出
席睡衣品牌宣傳活動，她笑稱閒
時在家怕凍，不會穿性感睡衣，
反而喜歡穿布料較多的睡衣。心
悠最慶幸是很少有失眠，笑言是
自己的天賦，出埠工作也不怕會
睡不着，只是以前曾試過思潮起
伏太大，輾轉反側下難以入睡。
近期忙拍劇的心悠表示為爭取

時間休息，不用埋位時就會上車
小睡，她說：「拍劇是需要很多
體力，因為有好多台詞要記，但
都學懂了分配時間，拍電視劇與
我過去拍的，無論形式與模式都
很不同，但拍得好開心，令我大
開眼界。」笑問她會否再有香艷

的出浴戲分，她說：「我都有問
過這個問題，但劇本暫時未寫
到，所以未知。其實出浴那場戲
拍了兩日，雖然好多人在場，但
我打了底穿泳衣，劇組又加了浴
鹽，感覺像浸溫泉，所以都拍得
幾舒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馬國明、蔡思
貝、王君馨和裕美等人昨日到商場宣傳劇集
《心理追兇Mind Hunter》，眾人分成兩隊大
玩足球遊戲，又要女藝人蒙眼伸手入箱取物，
氣氛熱鬧。
早前再約會黃心穎看電影的馬國明，笑言大家

不用記住他們有多少次約會，有突破性進展時一
定會告訴大家。提到心穎日前為《深宮計》拍出
浴戲，馬國明稱當天不用開工，所以只從報道中
得知，他說：「套劇個個都是靚女，知道公司好
細心用暖水，因為拍了兩晚怕演員着涼。」馬國
明稱與蕭正楠也有出浴場面，他笑道：「我就不
用操肌肉，因為我會浸到上頸，反而阿蕭就露多
些，但我們是型的，絕無基味。」

君馨拒讓未婚夫睇劇
王君馨在劇中的恐怖形象深入民心，她笑言
不會讓未婚夫收看，她說：「個個人都要看，

但未婚夫就不准看，但我知他的朋
友有看，更說他知我有幾恐怖，我
當作是一種讚美。」君馨稱婚期仍
未落實，但會在夏天舉行，希望賓
客可以穿得輕鬆一點，她笑道：
「都想過舉行泳衣婚禮，但為了長
輩着想，不想他們滿腳沙，可能會
搞泳衣after party。」現場見君馨
與蔡思貝玩得甚投契，思貝笑稱她
們都喜歡做變態事，君馨就稱思貝
甚有潛質做變態角色，如有機會一
定推薦她給監製錄用。
裕美早前參與曾志偉生日宴，被

拍到與樂易玲兒子摸手調情，昨日
她否認道：「沒有摸手也沒有錫面，現場除了
樂小姐兩位兒子，相信年紀最小的就是我，而
且他細個時我有見過，找我傾偈也很正常。」
有指裕美此舉是討好樂小姐，她說：「不會，

要揀我都揀王君馨，因為她開解過我，也幫我
不少。」至於會否接受年紀比自己小的男仔，
裕美強調只喜歡成熟男士，最好比她年長十年
以上，現正單身的她表示有真命天子出現時會
再通知大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陳志
雲、葉童、石修、江美儀、胡諾言、
王喜及覃恩美等昨日出席舞台劇《雷
雨對日出》記者會。葉童身穿露背裝
與穿紳士服的陳志雲再度搭檔演出，
葉童笑言上次合作時有場戲她去了換
衫，中途才醒起她根本不用換戲服，
結果又要穿回原來的一套，她笑指這
次演出應會有更好的默契，而這次跟
志雲更要各自演繹多個角色，當中亦
會有感情戲，更會演對方的後母。
陳志雲與叢培崑於上月獲終審法
院裁定串謀代理人接受利益罪上訴

得直，定罪獲推翻，陳志雲說：
「件事告一段落了，劃上一個句
號，我帶住好平安的心去聽裁決，
當然判我勝訴，我好感恩！七年不
是一個短時間，現在好感恩終於過
去了，我可以申請拿回堂費，在等
法庭去判。」款項足以彌補到聲譽
和精神上的損失？陳志雲答謂律師
正替他在處理當中，據他所知並非
申請十成就一定拿得足，要等法庭
決定，但對他來說已是劃上句號，
過了去就過去了吧！他也表示有跟
叢培崑通過短訊。會否請對方來看

舞台劇？他笑說：「他應該買飛捧
場啦！」
胡諾言早於十多年前跟石修合演過

舞台劇，現再度合作感覺很有緣份。
問他是否想跳出電視圈？他坦言什麼
都想去試，尤其從未拍過電影也想一
試。會離開無綫另覓發展？胡仔表示
想澄清自己跟無綫合約未完，公司則
未找他談續約，但無綫過去給了他很
多，包括工作、家庭，故會優先考
慮，至於太太陳琪沒繼續效力公司，
是想她要專心照顧小朋友，另她又要
處理網上的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漫畫師劉雲傑2017
系列」、黃貫中領軍的「Rock音樂節」暨《辣警霸王
花2》開拍記者會昨日舉行，其中何佩瑜（Jeana） 、
梁琤及余曉彤透露《辣警霸王花2》 全片會在澳門進
行拍攝，且會比上集打得更厲害，Jeana亦會挑戰個人
體能，建議導演安排她在澳門旅遊塔「笨豬跳」後再
潛水，也不會怕導演男友翁子光擔心，因她太想挑戰
自己。Jeana最近跟蕭定一的中國3D數碼娛樂公司合
約屆滿，現回復自由身正跟其他電影公司及經理人接
洽合作，下月會有新動向公佈，她感覺像搬家到另一
個地方作新嘗試和新發展，會以電影為首，至於男友
他亦是電影發燒友，所以同樣重要。
梁琤於第二集會比上集打得更多，不乏飛車跟爆炸

場面。當年她曾拍爆炸戲被燒傷，她坦言仍留下陰

影，每當聽到爆炸聲會驚一驚，不過現在拍戲安全措
施較好，故不會太過擔心。
黃貫中（阿Paul）上月底剛度過生日，太太朱茵為

他搞了個驚喜派對，阿Paul笑言驚喜向來少在他身上
發生，因他是個很難整蠱到的人，但他生日當晚太太
就騙到他，一開門看到幾十人好開心，也答謝每位出
席的朋友，阿Paul說：「做了幾十年人，錢可賺足幾
十年，但不為錢不為利益，只為你開心而來的朋友，
真的覺得自己賺了！」談到女兒是否有他遺傳也喜歡
Rock的音樂？阿Paul指女兒愛唱歌跳舞，都是跟其他
小朋友一樣，會常常照鏡又不怕醜愛表演。
胡琳昨日被稱為「Rock界新勢力」，她笑言自己過

去以唱爵士音樂為主，現大膽給加入嘗試，都希望能
與黃貫中合作，即使叫破喉嚨也不介意。

心悠怕凍 愛着密實睡衣

葉童演陳志雲後母兼談情

黃貫中讚朱茵搞驚喜派對好成功

中央社電 昆凌與老公周杰倫結
婚兩年多，育有1歲女兒Hatha-
way（小周周），今年2月周杰倫
在 facebook貼出昆凌孕肚照，以
「媽咪的前世情人」宣佈是懷男
寶寶。
準備迎接第二胎的昆凌，日前挺

孕肚現身拍代言廣告，廠商特地砸
百萬元打造「東方婚禮」場景，由
導演珍妮花及攝影師林炳存操刀製
作，呈現濃濃的東方風。
有彩繪燈籠、木雕窗框、中國

風紙傘，還有打造出如西湖水中
倒影，每幕都很美，傳達東方人
養生智慧，並讓大家感受東方
美，昆凌也在現場驚呼「真的好
美」。

昆凌坦
言第一胎
時曾對餵
母乳不知
所措，現
在懷第二
胎則會看
些營養師
的書，了
解如何均
衡飲食，
只吃營養
不 吃 熱
量，也盡
量充分休息，「讓自己好吃好睡
就對了」；懷孕後工作忙碌奔
波，也安排許多訓練課程。

昆凌好吃好睡好養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望賢深
圳報道）李連杰創辦的壹基金已
成立十周年，十年來共獲得社會
各界愛心捐贈的善款和物資超過
14億元，總捐贈人次超過11億人
次，幫助受益人984萬人次。
在深圳舉行的十周年紀念活動

上，李連杰和大家分享了十年來
的心路歷程，他說：「我永遠不
會忘記壹基金的初心是什麼。1+
1+1=1，這第一個壹，我們都是人
類，第二個壹，地球是我們的
家。第三個，每個人做一點事，
我們的家會變得更好。」
李連杰指，成立壹基金時曾做

過調查，「那時候做日行一善還
有一定的困難，所以當時提出每
個人每個月捐一塊錢。當時我有
一個夢想，終有一天隨着整個社

會的理解，對於公益慈善，對於
生命的認知，希望十年內再推日
行一善。」十年來，國家經濟有
了一定的發展，尤其是北上廣深
一線城市，經濟能力較好，很多
人能夠承起日行一善的額度，所
以就開始推日行一善。他指，自
己女兒也堅持行善，資助人上
學。

李連杰倡國人日行一善

馬明心穎未有突破性進展

裕美否認與樂易玲兒子調情

■昆凌挺孕肚拍廣
告。

■劉心悠

■■黃貫中黃貫中

■君馨伸手入箱取物，嚇得花容失色。

■李連杰(左)指成立壹基金時曾做
過調查。 李望賢攝

■■ 葉童與葉童與
陳志雲再度陳志雲再度
搭檔演出搭檔演出。。

紅姑昨日下午才從台灣回港，她
仍悉心打扮穿着金色上衣配襯

綠色透花褲亮相，她透露在台留了
兩天跟邱瓈寬到處去吃。提到寬姐
「嬲嬲豬」郭富城未請她去飲結婚

喜酒，並於網上留言
「希望他下次記得請
我」，問紅姑有否覺得
寬姐為此感到不快？紅

姑笑說：「不覺
得她不開心，這
是小事罷，她這
樣 講 也 是 開 玩
笑。」
另台灣有報道

指今年是紅姑亡
夫逝世十周年，
亦因其亡夫是虔誠
天主教徒，故她決
定不會再嫁。紅姑
回應說：「我覺得
有緣分，有聯繫、
有感覺便信教，先
夫離開了十年，我
每日都有悼念他，
他有如我的 『守護
天使』，以前我經
常夢見他，尤其是
每次我出埠，計劃

去旅行，都覺得他與我同在，最近
我已經沒有再夢見他，可能我已經
接受了他不在我身邊！」是否會不
再結婚，守着一生一世的承諾？紅
姑說：「其實他影響我的成長，我
的世界大了，沒有他，就沒有今日
的我，我沒有想過再婚這個問題，
亦不是對任何人的一個承諾。」說
到此，紅姑眼眶紅了，着傳媒不要
再問下去，再講怕會忍不住在人前
落淚會很失禮。

之之恭喜華仔站起來
關之琳身穿露背連身裙，袖翼低

開內藏乾坤，之之表示向來愛吃，
但又怕肥會經常做運動，她帶笑指
自己下樓取信件都會裝身，堅持以
最好狀態示人。問這方面是否跟好
朋友劉德華相似？她笑說：「也都
相似，見到他能夠站起來，真要恭
喜他，華仔的意志力好強！」之之
透露華仔受傷後有去探望過他，見
他身邊有人陪着，不過知道華仔向
來事業心重，要他長期處於休息狀
態，他應該會感到難受。
張智霖到來跟兩位大美人鍾楚紅

和關之琳合照後，他笑言感到好大
壓力，因她們是男士眼中的女神。
記者讚他也是男神，獲網民讚他是

城城最靚仔的兄弟？Chilam即謙稱
大家過獎了。提到他家中都有位
「靚靚」？他即笑說：「我日日都
和她合照，大家玩我嗎？」
談及好友城城的婚禮，Chilam坦

言感覺很夢幻，因所知的不會比傳
媒多，不過城城的婚禮着實遍佈幸
福，到處都充滿幸福的笑容，像新
娘斟茶時都好幸福！是否雙喜臨門
才這般幸福？他即立刻封口：「這
方面我不知道！」城城有否邀請出
席百日宴？Chilam表示未獲通知。
提到寬姐說下次結婚要請她？Chi-
lam笑言不懂回答。有指城城外父說
細細個已聽城城的歌？他表示沒有
聽到。至於賀禮，Chilam本來想做
禮金，但太太出主意送了一對香檳
杯，寓意城城的喜事接踵而來。

Chilam堅稱不知城城雙喜臨門

紅姑談亡夫忍淚：

他與我同在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 慶 全 ） 鍾 楚

紅、關之琳、張智

霖、中田英壽、文詠

珊、王敏德、馬詩

慧、廖子妤及陳嘉寶

等昨晚出席品牌開幕

活動。今年是紅姑亡

夫逝世十周年，有指

紅姑決定不會再嫁，

紅姑昨日回應稱亡夫

有如她的 「守護天

使」，沒有他，就沒

有今日的她，亦坦言

沒有想過再婚問題。

■■中田英壽來港出席活動。

■■紅姑與紅姑與ChiChi--
lamlam熟稔熟稔。。

■■能跟紅姑能跟紅姑、、之之合照之之合照，，
ChilamChilam稱是人生里程碑稱是人生里程碑。。

■■王敏德夫婦恩愛到場。

■■Janice Man小露
纖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