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嘉敏 去飯局變「雙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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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人的老友記多啦A
夢，暑假8月3日再次返來啦！系列第37部
劇場版動畫：《電影多啦A夢：大雄之南極
凍冰冰大冒險》，由近年動畫壇的矚目新製
作人高橋敦史擔任導演，而且更請來「日本
R&B天皇」平井堅主唱主題曲《製作我的
心吧》，絕對可稱得上是先聲奪人！
吉卜力工作室出身的高橋敦史，曾參與
製作《隔壁的山田君》，亦是《千與千尋》
的助導。他自 2013 年開始加入《多啦A
夢》動畫班底，曾擔任分鏡原畫、演出、劇
本與原畫等工作。他曾為人氣漫畫《青之祓
魔師》執導劇場版動畫，無論是劇情或畫
功，均有不俗口碑。因此不少動畫迷對由他
掌舵的《電影多啦A夢：大雄之南極凍冰冰
大冒險》十分期待，在故事情節及作畫兩方
面為今集劇場版帶來突破。

神秘小飛象現身
每部《多啦A夢》劇場版，除了多啦A
夢、大雄、靜香、胖虎及小夫幾位主角外，

都會有新角色加盟。不過，今次電影打破慣
例，不但有新朋友，還有一隻神秘生物，外
形跟《大雄的宇宙開拓史》中出現過的小飛
象一樣，令粉絲滿有驚喜。
大雄與朋友們受不了盛夏的酷熱，前往

南太平洋的巨大冰山避暑時，無意中發現被
冰封住的金手環！多啦A夢知道金手環應該
是在 10 萬年前的南極被冰所掩埋的，於是
他們回到 10 萬年前的南極，想為金手環尋
回主人；卻碰上了為拯救冰封星球而在宇宙
間穿梭的神秘少女及博士。在解開金手環之
謎的過程中，多啦A夢竟發現地球將要面臨
凍結的危機……

吉卜力工作室製作人

首次為「多啦A夢」執導

洲立電影現送出《電影多啦A夢：大雄之南極凍冰冰大冒
險》優先場戲票30張予《文匯報》讀者，有興趣的朋友請剪
下文匯報印花，連同貼上$1.7郵票兼註明「娛樂版《電影多啦
A夢：大雄之南極凍冰冰大冒險》優先場戲票」的回郵信封，
寄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文匯報》，數量
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日期：7月29日（星期六）時間：中午12時 地點：新光戲院

印花印花

香港文匯報訊林奕匡（Phil）早前於
網上宣佈求婚成功，將於下月與前TVB
財經主播、體育主持李靄璣（Rikko）在
加拿大正式舉行婚禮拉埋天窗。上月尾
二人更專程遠赴法國巴黎拍攝婚照，卻
遇到陀地要求收保護費，幸好最終有驚
無險。
Phil與Rikko特別揀選了巴黎拍攝婚

照，是因為二人於6年前曾同遊這個浪
漫國度，今次重遊，可重拾那份甜蜜感
覺。二人走訪了多個名勝如巴黎鐵塔、
聖心教堂外，亦去了電影《飢餓遊戲》

的拍攝場地Les Espaces d'Abraxas及遊
客較少前往的大諾瓦西鎮取景。本來拍
攝一直都很順利，但卻於大諾瓦西鎮中
遇上當地陀地，Phil 回憶時仍猶有餘
悸，他說：「可能大諾瓦西鎮是法國較
窮的地區，我們在拍攝時，遇見一班無
所事事的人，他們本來坐在一旁，但發
現我們在影相，便走過來說我們不能在
那裡拍照，要收錢，說話極具挑釁性。
幸好當時忽然下起一場大雨，他們為了
避雨走開了，我們就待雨一停，亦趁他
們還未回來時，立即拍下想要的角度，

便立即離開。其實現在回想起這事，都
好驚。」
雖然遇上驚嚇事件，但幸好只是虛驚

一場，而整個拍攝婚照的旅程，都在甜
蜜中度過。為了營造最佳效果，攝影師
在拍攝過程中都給予他們兩人不少專業
意見，Phil與Rikko都十分合拍地表達出
最襯到絕的表情，不過當中都有搞笑
位。Phil說：「很記得有一張相，我擺
了一個很moody兼有型的甫士，但Rik-
ko卻流露了甜美笑容，由於表情差別太
大，所以出來的效果相當搞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
文）麥明詩（Louisa）昨日
在銅鑼灣出席商場活動，她
在台上分享自己最常用的表
情符號和send錯Emoji而鬧
出的笑話。Louisa坦言喜愛
用表情符號，因可表達文字
上表達不到的情緒，笑言如
經理人等男性朋友傳來訊息
來時，可用來敷衍對方，再
問會否用來對付追求者？她
說：「可能在活動上新認識
的朋友，會交換微信。（請
食檸檬？）有些是有待觀
察，而有時是忙又不會打字
呢！」
至於也是否只用表情符號

來與舊愛林作溝通？她說：
「有些人是可以不用覆的，
大家都有默契，知道大家的
溝通模式。（他出活動時怕
講你？）是協議了。（未分
手前協議？）是，說了怕影
響到大家。」提到林作的敢
言獲不少網民力撐，Louisa
都有留意，亦認同對方敢

言，而她自己則為「搵食」需考慮到
身份及形象，不想令人有不舒服的感
覺。

香港文匯報訊袁嘉敏日前自
爆出席飯局後獲贈萬元利是，卻
被介紹飯局的圈中前輩搶去！事
件曝光後，該位前輩身份備受關
注，袁嘉敏亮相奇妙電視「娛樂
巴巴閉」節目被四位主持大逼
供，她仍未肯透露前輩身份，但
就承認自己不但失去萬元利是，
還埋了4百元賬單，認真激氣！
袁嘉敏回憶飯局時稱：「個飯

局係前輩叫我去嘅，佢話約咗兩
個朋友一齊食飯，仲叫我靚
啲，我諗住係朋友飯局咪去囉！
飯後前輩叫我去洗手間，到我出
返來時，其中一位男士手都震埋

咁畀咗封嘢我，然後就走咗！前
輩叫我打開來睇，原來係一疊五
百蚊，總數大概一萬蚊，我心
諗，乜現在啲人出街食飯帶咁多
現金嘅，後來我將利是放在枱
面，前輩就拿來放咗入佢手袋！
之後我哋轉場去飲嘢，我仲埋咗
400蚊單！」主持之一的張學潤
忍不住笑她：「咁你咪雙重損
失！」
袁嘉敏不諱言飯局邀約時有發

生，但都被她一一推掉。而且她
有感在圈中發展已12年，希望
轉換環境，今年亦已推掉4部電
影，她說：「雖然4部戲都唔使

我除衫，但意識好大膽同露骨，
我唔拍啦，仲打算退出娛樂
圈！」引退前，袁嘉敏今年會推
出終極寫真！她表示：「呢本
寫真係我自資
拍，負責影相
嘅係個女攝影師，所
以好多全裸拍攝場
面，我都無要求清
場，無衫，我都
希望個妝同髮型
可以保持靚靚，
所以拍攝時化
妝同髮型師都
在場！」

林奕匡林奕匡
巴黎影婚照遭恐嚇巴黎影婚照遭恐嚇

相隔15年再回TVB拍劇，Monica同
叻哥於劇中的一段親熱戲引起很大

回響，出街很多人稱她「十三妹」，令
Monica再次見證無綫劇集的威力。原來
今次「十三妹」呢個角色，是晶哥(王晶)
親自為其度身訂做。
「我好耐沒拍TVB劇，今次的演員有
些以前見過，但沒有合作過。整體來講
大家都合作得好開心，我們拍的全是實
景，同我在內地拍劇沒分別。大家見到
『十三妹』同叻哥段情，反應這麼大。
而且明明本身是劇中叻哥幫我做人工呼
吸，大家將佢視為kiss戲。其實，什麼年
紀的人都喜歡愛與被愛，不要意幾多
歲就不可以錫錫，拍拖並不是年輕人的
專利，我們的父母都會這樣做。不過有
人講總好過沒人講，起碼知道了大家的
想法。好多朋友都同我講，我做得好專
業，例如有場戲講我哮喘發作入院時，
當時我幾乎是素顏上陣。又有一場戲講
我塊面同頭都係沙，我真係將自己個
頭，係沙堆度轉咗個圈，咁睇起來效果
才真實。」

愛情世界容不下第三者
翻看Monica入行多年的感情史，曾經
都好多姿多采，真正能夠打動她芳心，

只有寥寥幾位男士，而且不是才子就是
富豪闊少，如倪震、許晉亨。去到今時
今日仍未婚，單身多時的Monica被問到
會不會想找個伴，她表示一切順其自
然，相信有緣不必太刻意，自己相信一
見鍾情。
「我的愛情世界，黑與白好分明。而

且我是一見鍾情的人，通常是第一眼已
有好感，然後再約會加深了解，不會由
朋友開始慢慢變成戀人。也不喜歡玩曖
昧，收觀音兵。好多長輩都說，結了婚
就要隻眼開隻眼閉，但我不行。我很小
器，對第三者的容忍度好低，不喜歡男
友與其他女性有曖昧。只要發現有第三
者的痕跡，就會頭也不回地離開。所以
做我男朋友想飛我，不用搞大龍鳳，只
要告知我有第三者，我立即分手。關於
過去的幾段情，其實有些人並沒有跟我
拍拖，到我真正拍拖時又沒人知道。雖
然說謠言止於智者，但如果不回應會被
當是默認，回應了別人又會說是狡辯，
所以到現在我也不知道怎去拿捏。」

代蔡少芬洪欣開心
Monica身邊好友不少都已經結婚、生

BB，近年不時在內地工作，記者笑言何
不像蔡少芬、洪欣般，締造一段內地與

香港情緣。Monica表示若是緣分到，其
實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一齊。明年將50
歲，Monica曾想過到外地接受捐精，這
樣不用結婚也可以自己生孩子了。
「我成日都叫Ada（蔡少芬）唔使做，

回家做少奶奶，等張晉養佢。我好代身
邊呢2位好朋友開心，我睇住她們從相識
到結婚到生BB。有段時間，我都好想生
小朋友，當時因為我兩個妹妹、以及我
們的經理人先後懷孕，大家的話題都
圍繞BB，雖然我也是家中愛犬的
『媽咪』，仍然搭不到嘴。曾想過
到外地接受捐精，這樣不用結婚
也可以自己生孩子了。後來跟朋
友傾過，知道一個家庭有爸爸有
媽媽會好好多，起碼湊小朋友
時兩人可以分工合作，加上妹
妹的子女慢慢長大，我可以湊
他們或者帶他們出去玩，漸漸
便打消此念頭。近年做人宗旨
工作時工作、遊戲時遊戲、
慈善時慈善，特別是去年經
歷了媽媽去世，自己在
西藏拍電影《駐藏大
臣》有高山反應，一度
休克，徘徊生死，所以開開心
心做人最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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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緊要最緊要

劇集《賭城群英會》中，陳法蓉（Monica）同叻

哥（陳百祥）的「115歲之吻」引起很大回響。現實

中，Monica不少好友如朱茵、蔡少芬、洪欣等都遇

到對的人，結婚、生BB，問到可羨慕身邊好友？

Monica自言每個人擇偶條件不一，但真心為她們開

心。隨年齡漸大，Monica坦言曾想到外國人工受

孕，做單親媽媽。去年在西藏拍電影有高山反應，

一度休克，Monica明白開開心心做人最緊要。

■陳法蓉自言她的愛情世界容不下第三者。

■■陳法蓉常將陳法蓉常將
「「 工 作 時 工工 作 時 工
作作、、遊戲時遊遊戲時遊
戲戲、、慈善時慈慈善時慈
善善 」」 掛 在 口掛 在 口
邊邊。。

■■陳法蓉再拍陳法蓉再拍
TVBTVB劇劇，，過程過程
十分開心十分開心。。

■林奕匡與未婚妻
李靄璣於巴黎鐵塔
前拍婚照。

■■李靄璣情深款款望林奕匡
李靄璣情深款款望林奕匡。。

■■麥明詩麥明詩

■■是旦哥將迎娶十三妹是旦哥將迎娶十三妹。。

■■袁嘉敏袁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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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考慮人工受孕做單親媽媽曾考慮人工受孕做單親媽媽

陳法蓉陳法蓉
開心做人開心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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