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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傷勢已康復 對騎馬留陰影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梁靜
儀）十位應屆候
選港姐昨日到銅
鑼灣試戴珠寶首
飾，並即場由佳
麗投票選出「最
佳首飾演繹佳
麗」，最終由
10 號 張 寶 欣
（Boanne） 奪
得。
Boanne 表 示

投票給了邱晴，
覺得對方表現淡
定，而她平日會
佩戴款式簡約的
首飾，名貴的首
飾暫未有能力購
買，都是家人送
贈。問到她得到候選佳麗支持，可怕會步家
姐張寶兒後塵得「友誼小姐」？Boanne笑
說不怕：「交到一班朋友，名次唔重要，我
覺得友誼小姐都幾好，即代表得到佳麗的認
同。（但得唔到評判認同？）都只係我表現

唔好，並非為人不好。」
此外，問到家姐張寶兒可有帶男友袁偉豪回家見家

長？Boanne笑言還未見到袁偉豪真人，都很期待，自
己也很欣賞對方：「知道時都有少少驚喜，家姐平時好
少主動談及感情事，係我知道後自己八卦去問她，因電
腦係咁彈出嚟，我見到媽咪睇到都笑瞇瞇，（媽咪好滿
意袁偉豪？）媽咪都好驚喜，不過她對我們的拍拖對象
都唔會太嚴謹，只要有上進心就OK。」她又爆蜜運中
的家姐很開心，見對方經常在甜笑。笑問是否見家姐找
到個靚仔健碩的小生男友，所以不怕當「友誼小姐」？
寶欣笑言：「其實攞不攞到都應該識到好男仔的。」

邱晴認來自單親家庭
6號邱晴透露投了張寶欣一票。談到有報道指她成長

於單親家庭，為母參選？邱晴坦言的確是成長於單親家
庭，由細都是媽咪獨力湊大她，但並非為母參選，只是
想令媽咪有她這個女兒而驕傲。說起媽咪眼濕濕的她，
又指無論她做什麼媽咪都會支持，又會陪她減肥，她
說：「我會全力以赴來報答媽咪，都擔心到時在台上講
起媽咪講到喊，（媽咪想妳入行？）我可以做到自己喜
歡的事，媽咪就會開心。」她又稱今次不是媽咪提名她
參選的，是由媽咪的朋友提名，問到爸爸可知她參選？
邱晴直言兩父女已很久無聯絡。
1號何依婷則表示平日愛佩戴首飾來襯衫，但從沒有

男孩送給她，多是家人送贈。問到可想擁有一套名貴首
飾？她笑說：「女仔都鍾意珠寶，自己鍾意鑽石，好閃
又百搭，第一套首飾要自己買先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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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梁靜儀）黃翠如
昨日全程要做「口
形」接受訪問，她透
露之前在英國旅行時
冷親感冒以致失聲，
並要服類固醇，所以
樣子有點腫。問到是
否睇景影婚照？她否
認說：「唔係，（秘
婚？）冇。」問到男
友蕭正楠此行可有向
她求婚？翠如指男友
說要等她求婚，但她要病癒後再評估。問到她給男友
多少分？翠如就做出一個OK手勢。她又自認性格古
怪，不排除閃婚。

翠如否認
英國睇景影婚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高
海寧（高Ling）透露前日與家人去
收樓時感動到眼濕濕，因為是她第
一次做業主。她指新居樓價已升了
近百萬。問到是否自住？她坦言因
為得兩間房，不夠一家人住，打算
出租幫補供樓。她又大讚之前曾找
師父睇風水，指新居旺丁又旺財，
笑言不介意請多些男丁去新居。問
到會否請緋聞男友鄧智偉？她指要
報名，但大家沒有講這話題，不過
她指新居還未有傢俬、電視及大
床，大家送傢俬電器都歡迎。
馮盈盈與麥明詩憑《後生仔傾吓
偈》的大膽言論獲網民激讚，網民
更把盈盈的金句輯錄成「馮盈盈語

錄」，問到她可有想過憑該節目成
為網絡女神？她笑說：「呢啲榮譽
高攀唔起。」麥明詩就笑指這個位
很難坐得穩。
盈盈表示都會瀏覽網上討論，希
望接觸多些，了解青年人想什麼。
問到二人都是港姐，公司可有指
引？麥明詩即指盈盈是港姐，自己
已經卸任。盈盈表示所有都是合乎
節目出街的底線，成件事好合情合
理。麥明詩透露昨晚播出的一集，
二人會討論性教育，她亦想開節目
探情說性，但自己只負責探討戀愛
部分，性話題則交給盈盈。盈盈笑
言會講人體生物學，想在節目中研
究蛋白質。

首做業主收樓眼濕濕
高Ling歡迎鄧智偉送傢俬

全程笑容滿臉的華仔不時向在場粉
絲揮手，由於粉絲不停大叫，華

仔笑說：「你們停一停，給司儀發問，
大家太耐無嗌過，你們放心啦，由今日
開始會日日出來，你們可以嗌過。」華
仔坦言被粉絲的熱情所感動，身旁的舒
淇也被感動。問到華仔是否日日出來，
他笑說：「講吓啫。」問他最想跟歌迷
說什麼，此時，華仔眼濕濕說：「我想
跟他們講我沒事了，希望見吓大家，見
到他們也安樂不少。」
再次跟香港觀眾見面，華仔帶着笑容
說：「其實一直有在網絡上跟大家溝
通，是醫生怕我出席公開場合，歌迷會
太熱情推撞到我而有所擔心，所以與公
司協議是可以做宣傳，但不可以出來，

經過北京及台灣的宣傳後，大家都好錫
我，像在台灣宣傳時，因醫生不准我去
首映，歌迷會歌迷就搭了條紅地毯給我
行，真的很搞笑，所以現在都勸服了醫
生畀我出來。」

脊骨兩節一個裂一個斷
華仔康復得比預期快，他坦言醫生最

初講當然是保守些，現在是較預期快
一兩個月康復了，從前自己的身體很有
彈性，壓腿什麼都做到，現基本動作上
自己是可以應付到，主要是肌肉、骨格
及筋腱已有95％以上恢復過來，唯脊骨
的L5及L6兩節一個裂了和斷開，令神
經末梢有少許損傷，他說：「要完全康
復，快則一年，慢則兩年，由於又沒有
藥吃，要待它自癒，若好不到也就這樣
了。」
現時能否做劇烈運動？華仔答謂：

「是可以的，不過自己郁動時感覺好像
包了一層紗布般，但不影響做動作，唯
一影響是半年沒去壓腿，以前可以大字
型，現只能L型，因為坐骨受損的那個
位置要好小心保護，故此也不敢在家做
壓腿，要有物理治療師在旁看着做。」
而為了加快康復進度，華仔留院期間每

日學上跑步機，最重要是訓練行樓梯，
他苦笑說：「我要上28級樓梯才回到
家，為了回家只好搏命行，一日要行足
120級樓梯，真的相當嚴格。」
華仔這般積極重練體能，另一原因是

想盡快有能力抱得起女兒，他說：「都
等了4個月才抱得到她！」而他一直做
深蹲及舉啞鈴以外，回家前還要學坐輪
椅、如何沖涼自理，因家裡只得他一個
男人。女兒看到有否心痛？華仔點頭
說：「心痛的，但她還小！」問華仔經
歷今次受傷有何領悟？華仔直言：「以
前做很多驚險、難度動作反而沒事，今
次匹馬也沒跑，但牠就瘋了般，我曾經
下來離開隻馬，但因尚有少許未拍完又
騎上去，所以很多事情都是整定的。不
過今次趁留院沒事做，又順道檢查身
體，發覺有些舊傷患，像以前十字韌帶
撕裂了三分之一，知道不會變好，那又
開始訓練肌肉，因為運動員斷了十字韌
帶也可靠肌肉繼續跑。」不過，華仔指
其運動量已不及從前，都以做心肺運動
為主。

拍騎馬戲想找替身
至於遭馬踩傷後，華仔坦言對馬留下

陰影，有想過以後拍騎馬戲能否找替身
拍好，再用電腦換了他的樣子。而受傷
大半年至今，華仔透露工作上其實沒多
大影響，因拍完出事的廣告都是休息再
準備演唱會，現演唱會希望明年下半年
先在內地舉行，香港的或延至後年舉
行，主要是想繼續於跨年的檔期舉行。
目前算是全面復工？他表示暫時未有新
工作安排，電影也未有接洽。提到出事
的廣告片還會否見天日？華仔表示不會
了，也不想有馬匹的鏡頭令大家又有聯
想，而這廣告他每年拍一個，得看下一
個作如何安排了。
華仔形容戲中乃是這一生人扮演最有

型最靚仔的賊，馮德倫表示要將華仔拍
到有咁型得咁型，華仔聞言風趣說：
「唔知點解咁有型。」他聽到粉絲大叫
「靚仔」時，即說：「所以話演技有得
練，靚仔係無得練。」舒淇覺得華仔這
說法經典，大拋金句。
舒淇和馮德倫婚後首度在港同場現

身，問到兩人下次會否幕前演出，舒淇
謂：「拍廣告便沒需要，也盡可能不要
一起做演員。」問他覺得華仔或是老公
靚仔時，舒淇揀了華仔，對此，馮德倫
表示認同，不會呷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李思穎）劉德華年初因拍廣告遭馬

匹踩中受重傷住院，經過悉心休養及治療後，近日他正式復工，而

昨晚首次於香港出席與舒淇合演、馮德倫執導的電影《俠盜聯盟》

首映禮。一身黑色打扮、狀態回勇的華仔出場時健步如飛，回復受

傷前模樣，整個人都充滿正能量，現場吸引逾五百粉絲圍觀，他們

喜見偶像現身，更以

「皇者歸來」歡迎華

仔，華仔所做的一舉

一動又會引來他們的

尖叫聲不絕，華仔也

被粉絲熱情感動得眼

濕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TVB
旗下免費手機直播應用程式 big big
channel推出一個月，登記用戶數量已
逾128萬，為慶祝佳續，昨日於將軍澳
電視城舉行《big big channel 滿月
宴》，90位藝人出席，電視廣播有限
公司副總經理，（節目及製作）杜之
克及助理總經理（非戲劇製作）余詠
珊，為滿月宴主持切蛋糕儀式。
昨日出席滿月宴的藝員有薛家燕、
黎耀祥、王浩信、李施嬅、黃翠如、

高海寧、梁烈唯、麥明詩、馮盈盈、
黎諾懿、姚子羚等人，其中謝雪心更
少有地以高叉tube dress裙現身，性感
程度不遜於一班後生女，勤學上網開
live的她更獲得創意獎。
會上又向多位藝員派發獎金合共35

萬元，以表揚他們勤力開live，其中黃
翠如獲得「最高瀏覽榮譽大獎」，獲
得兩萬元獎金，而經常開live的譚偉權
則獲得勤力獎，他獲網民送贈的心心
等小禮物，換成現金後可獲一萬五千

元。現場並介紹香港小姐今
年將新增設「big big channel
最受歡迎香港小姐」獎項。
前晚拍攝邵氏網劇《飛虎

極戰》受傷的梁烈唯（唯
唯），昨日由經理人扶住一
拐一拐現身活動，並要坐下
接受訪問。談到事發經過，
唯唯透露原本要拍攝被吳卓

羲（Ron）追捕戲，衝出馬路時突然有
架車衝出來，他要推跌一名武指被車
撞，製造混亂而成功逃脫，事前已試
了幾次位置，到真實拍攝時卻變了他
被車撞，撞到他「嘭」一聲彈起再跌
落地，雖然他有知覺，但現場救護人
員叫他不要郁動，並幫他檢查及送院
照X光。他表示檢查後幸無骨折及骨
裂，只是撞傷膝頭及擦傷手心，昨日
再去照磁力共振，檢查有否內傷。

李施嬅升呢攞「女主角」獎
唯唯表示事發時把同場的Ron及陳

凱琳嚇死，他說：「雖然我同Ron相
識多年，但今次事件令我愛上他，佢
收工後又去探我，佢的關懷同緊張，
如果我係女仔一定會嫁畀佢。」他謂
發生意外後並未有立即通知老婆及父
母，以免嚇到他們，跟經理人商量
後，決定入院檢查無事後才通知老

婆。至於餘下的動作戲會由替身頂
上，他只需補拍近鏡便可。
李施嬅早前憑在美國拍攝微電影

《Once More》，分別榮獲《Europe-
an Cinematography Awards》及《Los
Angeles Film Awards》的「最佳女主
角」，昨日她攜同獎項出席活動，她
指影片是去年拍攝，是一個勵志故
事。她謂得第一個獎時也沒有太大反
應，之後相隔了一個月再得獎，她就
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但覺得是一種
鼓勵，因為入行多年在香港都未曾得
過女主角獎。問到可會加片酬？她強
調不會：「唔關事，我騷價一樣冇
變。」

拍劇被車撞送院幸無礙
梁烈唯感激吳卓羲關懷

■■抱恙現身的翠如以手語
表達意思。

■■首做業主首做業主
的高海寧的高海寧，，
稱收樓時眼稱收樓時眼
濕濕濕濕。。

■■唯唯腳傷未癒，要坐着受訪。

■張寶欣奪「最佳首飾演
繹佳麗」獎。

■《big big channel滿月宴》昨於電視城舉行，
多位藝員出席。

■■華仔被粉絲熱情感動得眼濕濕。

■■狀態回勇的華仔回復受傷前模樣。 莫雪芝 攝

■■李施嬅擺出經李施嬅擺出經
典錫獎甫士典錫獎甫士。。

■■舒淇挨着馮舒淇挨着馮
德倫合照晒恩德倫合照晒恩
愛愛。。莫雪芝莫雪芝攝攝

■■華仔昨晚首次於香港出席華仔昨晚首次於香港出席
與舒淇合演與舒淇合演、、馮德倫執導的馮德倫執導的
電影電影《《俠盜聯盟俠盜聯盟》》首映禮首映禮。。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