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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慶全)電影
《春嬌救志明》叫好叫座，香港票房
已突破1246萬元，內地票房更衝破
1.13億元人民幣，女主角楊千嬅與導
演前晚齊齊切蛋糕慶祝票房破億元，
昨日抵達成都宣傳以外，更親親大熊
貓，二人穿上全副保護衣，去餵大熊
貓開餐，還替其中一隻萌爆大熊貓命
名為「春嬌」。
楊千嬅跟拍檔余文樂日前才能正式
一起「拍拖」入場欣賞電影，散場後
千嬅眼泛淚光說：「好感動，這幾個
月在片場受的欺凌都值得！」阿樂重
演戲中爛gag，上下打量千嬅，然後
遞上紙巾說：「咦？你濕晒喎！」即
令千嬅破涕為笑。他揚言看好千嬅繼
上集奪得影后，第3集將再下一城，
千嬅反而對阿樂和導演彭浩翔拿獎有
信心。
阿樂坦言一邊看，回憶都湧上心
頭，好難得8年還一起繼續拍這部
戲，在戲院又聽到觀眾一齊大笑和感
動得哭起來，他笑說：「我份人內

歛，返屋企先喊！」千嬅激動大讚阿
樂演得好，阿樂叫她冷靜，她還蹦蹦
跳地說：「我真的好激動，因為有些
部分分開拍，但因為好有默契，演出
前我們沒傾過，今日終於看到全部都
猜中對方怎樣演，好開心、好開心，
好有成功感呀！」阿樂亦被千嬅所感
染笑說：「真心講，我沒考究套戲好
不好看和成績怎樣，因當中意義實在
太大，大家一定要來支持，應該無下
鋪，有得看就看，告別作呀吓！」千
嬅即追打他說：「我啋過你呀！」

男觀眾即場跪地送花求婚
此外，日前在深圳站宣傳時，「腿

張開」陳逸寧、「Brenda」林兆霞和
閻汶宣等「春嬌幫」，為好姊妹公審
「張志明」花心、亂使錢、不求上進
和最大罪名「冇黃曉明咁靚仔」，全
場爆笑！阿樂反擊：「男人都是這般
的啦！」導演此時即調轉槍頭叫姊妹
團用大麻繩綑綁千嬅與阿樂，永不分
離，阿樂直斥導演「重口味」。兩陣

營互相吵鬧，最終「志明」送花講情
話又從後擁抱「春嬌」，派糖收場！
而長沙站有男觀眾因前一晚醉酒觸怒
女友，趁千嬅和導演謝票時，即場跪
地送花箍煲兼求婚， 女友爆喊，千
嬅看到好感動。

樂壇新人Loretta 是一位多
才多藝的人，會作詞作

曲，難道她想做「女版黃偉
文」？早前，她推出新歌《每
一天》MV，這首歌充滿勵志。
她表示︰「好開心公司幫我挑
選這首歌。但其實，當初聽到
這首歌時，感到有點疑惑，點
解同自己的想法及唱腔有些出
入，後來出來的效果比預期的
好，反而帶給自己變成一種新
的技能。」

不停學習為自己增值
自細愛唱歌的Loretta，夢想

是成為一位歌手，她覺得無咗
音樂唔得。所以在發明星夢之
前，Loretta經常聽劉德華、陳
慧琳的歌，「現在夢想成真，
像上天跌落來給自己一份好大
的禮物。」未入行之前，她做
過模特兒，自問︰「那時候年
紀小小，不用想太多事情，只
是在台上擺吓甫士就可以；但
現在就好不同，要學好多東西

來為自己增值，如學唱歌、學
講說話、學化妝等等，因自己
講嘢唔叻，是一個好靜的
人。」喜歡享受獨自時光的她
又開玩笑︰「隨着自己年紀慢
慢大，個樣也慢慢變老，想突
破一下自己，做一些新的嘗
試，所以希望可以朝着這個歌
唱方向進發。」在做模特兒
時，她表示也學到一些東西，
像是完成一個里程碑，現在唱
歌就是另一個階段。

自認感情方面飽受風霜
憑藉一副甜美的聲線而殺入

歌壇的Loretta，自認不是一張
白紙，才被公司選中。聲靚人
美自然惹人愛，平時有寫歌的
她，大多數會寫一些慘情歌，
或創作一些勵志歌，希望能幫
助一些青年人發聲，去表達他
們的想法，而不是社會所講的
所謂廢青，隨而透過歌聲解除
大家對他們的偏見及誤解。自
認感情方面飽受風霜的Loret-

ta，寫慘情歌感觸特別多，靈感
自然不知不覺地湧現出來，其
現在的《每一天》是一首輕快
的歌，所以希望自己下一首歌
是慘情歌及慢歌。
問到剛入行的Loretta會遇到

什麼困難？Loretta 說︰「反而
自己遇到的困難是讀書考試的時
候，所以好明白現在學生面對的
壓力，也有人講中文是死亡之
卷，因而自己都曾遭遇過迷惘。
但點都好，其實，壓力是自己給
自己，讀書只不過是人生的一部
分，學習才是一生，不要為苦惱
而輕生。所以望作一些勵志歌來
鼓勵大家。」
最後，Loretta視王菲為偶像

之餘，也希望可以與方大同合
作。正所謂「玉不琢不成
器」，作為新人的 Loretta也有
自己定下的目標，希望憑着後
天的努力，在年尾的各大樂壇
頒獎禮上佔一席位，同埋在30
歲前能開一個屬於自己的演唱
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植植)藝人林志玲昨
天出席爸爸林繁男在輔仁大學舉辦的畫展，
林繁男現場開出女婿條件要「上進、善
良」，林志玲被問到進度時笑答，「前幾天
活動才被問，現在還來不及有進度耶，不好
意思。」
林志玲昨天戴着墨鏡、草帽，穿着黑色格

子連身裙為爸爸畫展站台，她大讚爸爸藝術
天份高，笑說：「爸爸真的是誤入商場的藝
術家，終於走入正途。」現場不時見到林志
玲拿着衛生紙幫爸爸擦汗，也拿起手機幫爸
爸拍照、攝影留念，父女感情深厚。
林志玲也提到先前發生摔馬意外住院時，

在醫院都只能面對白牆，好像失去外面陽
光，但透過爸爸的畫作幫她解悶、連結外面
的世界，得到很多希望，有如另一雙眼，之
後她也常鼓勵爸爸作畫，「今天是爸爸的小
粉絲，以他為榮」。
林繁男在媒體追問下，也開出女婿條件要

「上進、善良」，問及林志玲感情進度，她
笑答：「前幾天活動才被問，現在還來不及
有進度耶，不好意思。」
會後又再追問林繁男先前林志玲的緋聞對

象楊仁沛，林繁男說：「都gone，緣分都沒有
了。」林志玲媽媽吳慈美先前傳出罹患失智症，林
志玲沒證實病情，但僅說目前狀況穩定。

香港文匯報
訊 （ 記 者 凡
文）內地女星楊
冪日前赴美國出
席有「時尚界奧
斯卡」之稱的紐
約大都會博物館
慈善晚宴（Met
Gala）。楊冪當
日 身 穿 由 Mi-
chael Kors 設計
的修身「偽透
視」珠片裙，這
件純手工打造而
成的禮服，最引
人注目的就是上頭一塊一塊的黑色亮
片，上頭這54萬個亮片以層層線性重
疊與色彩反差的設計，打造出幻象剪
影的樣子，但這樣黑色與肉色相間的
色彩搭配，卻負評如潮，有網民更取
笑其打扮如「紫菜仙貝」！不過，楊

冪穿上這身修身裙，見其腹部平坦，
間接澄清再度懷孕傳聞。
反觀，同場的國際名模劉雯則以一

襲「中門大開」的薄紗刺繡top，配以
藍色牛仔布裙混搭上陣，性感之餘亦
帶來時尚感。

香港文匯報訊 電影《 2 9
+ 1 》下周上映，電影宣傳歌
曲《 fake a smile 》由女主角
之一鄭欣宜 ( Joyce ) featur-
ing唱作歌手李拾壹獻唱，兩
人並聯手填詞，而該曲MV已
於今日新鮮出爐。
MV中，Joyce和拾壹同處
荒蕪沙漠但各自漫遊，直至遇
上對方，圓滿了彼此的內心世
界，他們分別用雙手擺出相框
動作，是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
和價值觀的不同變化，整個
MV大玩概念和感覺，既浪漫
又藝術。由於MV背景要做特
技效果，所以兩人其實在綠布
幕拍攝，Joyce除了要行跑步
機套用於沙漠步行的鏡頭外，當導演在拍
他們若即若離的相遇、帶點溫馨但又傷感
的畫面時，Joyce和拾壹卻忍不住大笑，要
NG好幾次才成功。
在片內，Joyce飾演的「黃天樂」和蔡瀚
億飾演的「張漢明」，是一對青梅竹馬好
友，他們的關係很親密但又很清純，有點

細水長流，所以Joyce初次聽到這首歌時，
已深深被打動，她說：「第一次聽的時
候，好似有拍拖戀愛的感覺，仲覺得好心
酸，好似當你孤單自己一個面對一件事
情，但原來在另一個地方有人陪你一齊度
過，有一種似有還無的感覺，首歌真係好
配合到電影中情節。」

香港文匯報訊
嚴淑明日前現身北
京WENEE高級訂
製發佈會，親臨支
持好友、WENEE
首 席 設 計 總 監
E-King。 嚴 淑明
穿着一襲黑白洋
裝，身材比之前豐
腴不少，佩戴超過8卡的鑽石項鏈和鑽戒格外吸
睛。當晚嚴淑明更被安排坐在第一排，備受重視。
十幾年前，E-King就已經與嚴淑明在台灣結緣，
並為嚴淑明設計過不少經典造型，彼此感情要好，
十幾年後的今天變身嘉賓出席睇騷，嚴淑明表示這
是一種緣分，感到開心又感動。

楊千嬅成都親親大熊貓

鄭欣宜李拾壹對戲數度NG 赴美出席Met Gala
楊冪被笑如紫菜仙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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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淑明北京撐設計師好友

逾百人中獲選感幸運

「幸運」，是否個個都想擁有？是，如果幸運在你手，當然開心。這個幸福兒

就是今年樂壇新人潘欣妮(Loretta)，她在過百人甄選下成為天盟娛樂旗下的新

人。所以她說自己如像中獎一樣，非常幸運，好lucky呀！視王菲為偶像的Lo-

retta，擁有一把甜美又特別的聲線，是值得大家期待的新力軍。

■潘欣妮16歲時曾為香港少
女模特兒組合冬甩成員。

■ Loretta 騷柔
軟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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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欣宜和李拾壹在綠布幕前拍MV。

■楊千嬅親親大熊貓。

■男觀眾跪地送花向女友求婚，千
嬅看到好感動。

■劉雯性感之餘亦帶來時
尚感。 法新社

■楊冪穿上修身裙，同時
粉碎再度懷孕的傳聞。

■林志玲(左一)出席父親林繁男(右二)舉辦的畫
展。

■嚴淑明與E-King在台灣結
緣。

■潘欣妮夢
想是成為一
位歌手，她
覺得無咗音
樂唔得。

■ 視 王 菲
為 偶 像 的
Loretta，擁
有一把甜美
又特別的聲
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