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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已
故巨星張國榮（Les-
lie）胞姐張綠萍上
周六因肺病離世，
享年77歲。長女麥
嘉軒昨日接受傳媒
訪問時證實母親死
訊，透露母親於本
月25日晚在養和醫

院因肺病去世，走得很安詳沒任何牽掛，下月
20日在香港殯儀館設靈，翌日出殯。
張綠萍是家中長女，雖與胞弟Leslie年紀相差
18年，但感情一直深厚。張綠萍生前積極參與
婦女界事務，曾是香港前婦女事務委員會委員，
亦於1974年成為香港消費者委員會的首任總幹
事，及「國際婦女論壇」全球副會長，並於

1978年獲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感情方面，她曾經歷兩段婚姻，育有一對孖

女嘉軒和嘉殷。張的前夫是大學同學，婚後任職
中學教師，在張綠萍懷孕時，前夫竟然「出軌」
導致離婚。及後，她加入政府工作後，與上司麥
法誠再婚，孖女亦跟隨後父姓麥，長女麥嘉軒是
前中大校長劉遵義的妻子。

曾算命算出胞弟46歲大限
張綠萍去年接受好友車淑梅主持的節目《舊

日的足跡》訪問，張綠萍坦言Leslie離世後，她
從未參加過有關的紀念活動，除不想被誤會藉此
出風頭，更因為Leslie一直活在她心中。
張綠萍一直保留Leslie走紅後送她的布製相

架，內放置她的婚紗照，而旁邊正是8歲時的
Leslie。她又透露在Leslie20多歲那年，契媽拿他

的生辰八字去算命，算至46歲便停下並寫上︰
「到此為止、容後再談。」當時Leslie非常緊張
問她是否命不過此，張綠萍即安慰他生命如此豐
盛，46歲或許是人生的下半場。不過，張綠萍
卻一直耿耿於懷，而Leslie最終真的在46歲便離
開人世。最令張綠萍後悔至今的，就是當年Les-
lie提出一起到澳洲生活，但她因未能放下工作
而沒有成行，這讓她不禁思考，若當時答應他，
歷史會否被改寫。
對於Leslie承認與唐鶴德的關係，張綠萍曾表

示感到驕傲，她與唐鶴德經常互相照應，就像家
人一樣。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梁靜儀）薛
家燕昨日聯同泰國
電影《出貓特攻
隊》男星「賓爺」
查朗桑提納托古
Chanon Santin-
atornkul（Nonkul）
和賤萌熊到鑽石山
出席《賤萌熊 舞動
爆笑聖誕》啟動禮，家燕姐更即場教Nonkul跳其拿手的
十字步，又與賤萌熊跳賤萌舞，掀起現埸氣氛。
家燕姐受訪時指賤萌舞舞步好懷舊：「好似我同修哥

（胡楓）、（陳）寶珠以前跳的A Go Go，現在真係古
老當時興！Nonkul都話想要學十字步，好開心我的十字
步好多人認識，可以衝出國際，跳舞有益身心，香港人有
空閒同時間都應該跳十字步，呢個係一種好好的運動。」
聖誕將至，家燕姐表示想過開聖誕派對與學生一齊慶
祝，但整個12月她都好忙。她透露聖誕期間會首次推出
自家品牌曲奇餅，而她跟黎小田，曹永廉、湯寶如主持的
無綫節目《流行經典50年》會添食，暫定做十集，此外

又要拍賀年節目及微電影。
本身不懂跳舞的Nonkul坦言沒有跳過十字步，但舞步簡單很
易上手，反而小時有學過功夫，從小又愛看香港電影，最喜歡甄
子丹，更喜歡看他演的《葉問》，有機會也想來港拍電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陳曉東
正積極為明年2月在澳門舉行的演唱會作
準備，他昨日到電台做完訪問後，便會為
演唱會拍宣傳海報，東東透露：「澳門個
唱將延後一天，即2月10日舉行，有時凌
晨時分想到一些靈感構思便會立刻執筆記
下來，會從這些概念去設計舞台，內容暫
時會保密，會有難度但不算天馬行空。」
東東預計聖誕節都不會放假，由於要留
港工作，他表示太太和兩個囡囡可能會來
港，到時可以一齊留港度聖誕，不過自己
都會積極做運動操弗，問他是否想在個唱上騷肌？他說：「沒有
這特別目的，又不是做騷肌肉演唱會，也不能操得太大嚿，否則
用來揸咪的手臂粗過個頭，想嚇死人咩？只想以最弗狀態示人，
而嘉賓方面尚未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劉
浩龍（師兄）和女友容祖兒（Joey）
拍拖多年感情穩定， 不過早前Joey
透露結婚需要深思熟慮，要花時間
想清楚， 師兄亦和應女友想法，而
他就想要小朋友先結婚。
師兄昨日到電台宣傳新歌《不一

定》，當被問到婚姻大事時，他坦
言：「不一定結婚，都是想要小朋
友先結婚，不然沒大分別。」對於
Joey人生大事上會思前想後，師兄覺
得很正常，大事必須想清楚，自己
結婚都是為生小朋友，當然要兩個
人有共識先可行。
說到新歌《不一定》，師兄一改

過往觀念，他說：「以前很想把自
己故事借助歌曲告訴大家，原來沒
人鍾意聽，今次用我把口唱出別人
故事，反而成為近幾年最受落一首
歌， 我就像新人一樣，全部交由監
製舒文決定，自己變得更輕鬆。」
師兄今個聖誕都很忙碌，暫時未
知有何慶祝節目， 他明天會聯同公
司同事出發到柬埔寨5日幫手起樓，
下月便開始為明年4月演唱會作準

備， 分別會影海報、學跳舞和學一
項沒試玩過的樂器。
說到Joey有計劃明年一月獨個兒

出外旅行，又想環遊世界，師兄即
潑女友冷水：「那我祝她有時間環
遊世界，但相信沒一個藝人可以有
時間環遊世界，自己明年會好忙，
（你沒時間陪她去旅行？）不講這
話題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美國
天后 Katy Perry 宣佈舉行《WIT-
NESS：The Tour》 巡迴騷的亞洲之
旅，她將於明年3月30日來港假亞洲
國際博覽館舉行演唱會，屆時舞台會
以太空和深海為主題。
Katy今年9月開始在北美的巡迴演

唱，明年除了香港站外，亦會到南
美、墨西哥、英國、歐洲、澳洲及新
西蘭表演。Katy 憑第二張專輯
《Teenage Dream》的推出鞏固其國
際巨星的地位。2013 年，其專輯
《PRISM》推出後即在100個國家的 iTunes 奪冠，全球賣出
1,250 萬張。而她的大熱作品包括《Roar》、《Firework》、
《The One That Got Away》及《DarkHors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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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天后Katy Perry
明年3月襲港

張國榮胞姐張綠萍肺病逝世

劉浩龍坦言結婚為生兒育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古天樂昨晚為又一城主持聖誕亮燈
儀式，活動上古仔施展魔法為大家
送上驚喜，以及親手裝飾傳統法式
聖誕花環。
古仔表示今年難得可放聖誕假，
希望可以與父母一起到芬蘭過白色
聖誕，因為從未試過過一個漫天風
雪的聖誕，不過阿爸阿媽好像已約
人。古仔稱其實只得幾天假期，相
信都不可以飛太遠的地方。說到可
以去日本？古仔坦言：「怕遇上太
多旅客，（又唔係同女友去？）因
為要照顧父母。」
之前古仔拍戲傷及右眼要縫八
針，他表示已拆線，但剛才台上有
強光令隻眼很不舒服。雖然已康復，但古仔表示每月都要去覆診一
次，為期半年。至於椎間盤突出，古仔表示做了三四次針灸其間還要
拍打戲，他笑說：「打打吓就唔痛，唔知係唔係肌肉有郁動，加速循
環，（辛苦命？）我都係咁話。」
提到其好友宣萱奪得馬來西亞女主角獎，古仔表示替她高興，更表
示要請她食飯和送禮物給她。問到古仔會否再拍電視劇拿獎？他說只
要有適合劇本和相熟的對手都會考慮，是否拿獎反而不是最重要。

拍打戲可療傷？
古仔自認辛苦命

妻女或來港
陳曉東聖誕享天倫

華仔昨日出席願望成真基金
的聖誕慈善義賣活動開幕

禮，並在台上向大家分享自己的
童年願望，其後大會安排一男一
女願望童分別送他親手繪畫的畫
和手製曲奇，女願望童更親手
餵華仔吃曲奇，華仔大讚好
味，司儀即問他有否想過開曲
奇餅舖？華仔笑言有想過 ，而
且活動商場答應以較便宜價錢
租舖給他。

最叻整海綿蛋糕
華仔今個聖誕節將會在家度
過，他表示：「會佈置一下屋

企，但就不會扮聖誕老人，囡囡
也沒有畫聖誕卡送給我的習
慣。」問華仔是否有意開曲奇餅
店？他表示 ：「真的想開甜品
店，因自己食齋，沒理由開其他
食肆 ，個人比較喜歡吃蝴蝶酥
餅， （在家有否親手弄甜
品？）我經常整蛋糕，最會整海
綿蛋糕，很多人都有品嚐過，從
91年《神鵰俠侶》開始有整，現
在每逢囡囡生日都會親手整蛋糕
給她，就算朋友送來生日蛋
糕 ，我也會親手做一個給她 ，
（整到她18歲為止？）也不知
她幾多歲時再不用我整了，但父

女未試過一起做親子蛋糕，待她
大些再算，通常我炮製的都是原
味蛋糕，面上生果佈置會有變
化。」問到女兒品嚐過後有何意
見？ 華仔笑說：「我幫你們問
她，事實上我整出來的蛋糕很好
味，就算女兒吃不完，嘉賓朋友
都會把它吃清光。」
茹素的他突然想到希望可以做

出美味齋菜，讓普通人覺得齋菜
都很好味，問他會否考慮出食
譜？他笑言：「未得，不過會鑽
研食譜 。」笑問他是否要做
「12 道華味」？ 華仔搞笑地
「嘩」了一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劉德華在演藝界成績斐然，原來也是整甜品高手，最拿手是

做海綿蛋糕，茹素的他希望烹調出美味齋菜，鑽研出「 12道華（嘩）味」。每逢囡囡生

日，華仔都會親手整蛋糕，就算朋友送來生日蛋糕 ，他也會親手做一個給囡囡。

「天王」原來是甜品高手

■家燕姐即場教Nonkul大跳十字
步。

■Katy Perry明年3月在
港開唱。 網上圖片

■對張綠萍而言，張國榮
永遠是貼心的好弟弟。

■張綠萍(右二)生前與丈夫麥法誠(中)、女兒麥嘉軒(左二)、女婿
劉遵義等人合影。

■2003年，張綠萍悲慟送別張國
榮。

■張綠萍去年接受車淑梅訪問。

■劉浩龍和應女友想法，指結婚事
應想清楚。

■■陳曉東陳曉東

■古仔出席聖誕亮燈儀式。

■女願望童親手餵華仔吃曲奇。

■華仔鬼馬學女生掩嘴偷笑。

■現場吸引不少華
仔粉絲圍觀。

■■華仔昨日出席願望成真基金的華仔昨日出席願望成真基金的
聖誕慈善義賣活動開幕禮聖誕慈善義賣活動開幕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