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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於宣傳新片的黃子華
忙於宣傳新片的黃子華((右)，不
忘力撐胡楓的紅館騷。
忘力撐胡楓的紅館騷。

■穿上占士邦 Look 的黃子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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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偕佘詩曼坐直升機宣傳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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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在草地上起舞。
■子華跟阿佘無厘

鎮宇達明現身修哥個唱

棟篤笑搞氣氛

不敢估票房 拍續集需觀眾撐

子華阿佘
子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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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直升機

香港文匯報訊 86 歲高齡的胡楓（修
哥），兩場《胡楓 86 破晒紀錄演唱會
2018》前晚於紅館圓滿結束，修哥指很
多朋友驚喜現身支持，令他非常感動，
他稱「是我人生最開心的演唱會」。尾
場嘉賓陣容一樣鼎盛，張家輝、吳鎮
宇、張達明、曾志偉、賈思樂、陳百
祥、福祿壽的王祖藍、阮兆祥和李思捷
等。不過最大驚喜一定是黃子華，子華
出場時全場起哄，連修哥都喜出望外，
子華又搞笑地拿椅子上台給修哥坐。兩
人對答妙語連珠，一來一往放笑彈，最
後子華更向修哥下跪！另張學友再度越
洋支持契爺，人在新加坡開騷的學友隔
空送上《月半彎》。而第二日擔任演唱
會嘉賓的張家輝，再次一展歌喉唱《假
如真的再有約會》。
子華近日忙於電影宣傳，但仍抽空來
紅館支持修哥。子華現身時全場尖叫不
斷，他拿着一張椅子上台說：「這麼多
人上來，有無人拿過一張椅子給修
哥？」子華說只有修哥才有分量可坐着
開騷，不過他指修哥這麼精靈，正是因
為他很少坐，又說以前在 TVB 拍劇，都
未見過他坐。子華更大爆修哥對他有
恩，當年是修哥提議他要去紅館開騷，

谷戲

■佘詩曼今個
情人節要在工
作中度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賀歲片《楝篤特
工》男、女主角黃子華與佘詩曼（阿佘），昨日乘坐直
升機宣傳新片，認真大陣仗！子華身穿占士邦裝扮，他表示
坐上直升機時發覺香港原來也有很多綠色植物，不只是得高樓
大廈，希望大家要懂得珍惜。子華又指試過喬裝入場看觀眾反
應，但最終被人認出，今年他或改變做法，以塗黑臉龐的姿態
偷偷入場。

對於新片，黃子華表示沒機會在片中坐
直升機，但他笑言自己什麼都坐過，
就連火箭都坐過！不過是兒時的玩具火箭，
所以看下一集老闆會否讓他坐火箭上太空。

只望票房「剛剛好」
子華跟阿佘均沒有畏高，不過在坐上直
升機時，工作人員都不守規矩開着電話拍
照，子華笑說：「我是守規矩的特工，受過
訓練知道危險！」對於票房的期望，子華表
示樂觀和謹慎，沒有最多的數字，只希望是
剛剛好，要觀眾認為可以收幾多就收幾多。
不過他相信新年期間觀眾會寬容一點，比剛
剛好多收一點就最開心。問到會否開拍續
集？他笑指就要看觀眾的反應了。

喬裝入場曾被認出
子華表示至今未能「收爐」，因要繼
續 宣 傳 ， 阿 佘 更 要 去 花 市 賣 「Sexy
Man」（佘詩曼）。她笑說：「那我明年
開年宵，你要來幫手啦！」子華笑答：
「那你到時賣佘詩曼膠公仔啦！」
阿佘透露情人節要開工，子華則會做
節，不過他會抽時間喬裝到戲院入場看反
應。他坦言多年前曾以黐鬍鬚和戴假哨牙
來喬裝，但最終仍被人認出，今年他可能
會塗黑自己入場。
而昨晚首映子華跟阿佘也極為緊張，
因為二人均未看過這部戲，感覺像派成
績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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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彭懷安（Eddie）和莊思敏
有份投資的冰室元朗分店昨天
開幕，邀得裕美及蔚雨芯等到
場支持。現場除舞龍舞獅外，
股東之一的 Eddie 更扮財神大
派利是。
Eddie 表示今次進軍新界區
開第十間分店，都是將之前店
舖所賺的投資下去，由家庭式
轉為中小企式管理，但仍在學
習當中。不過 Eddie 表示自己
仍會兼顧演戲，幸好老闆是其
經理人可以遷就。
股東之一的莊思敏表示再開
分店感到很開心，最初每人合
資了六位數字，到早前已分到
一筆錢，另所賺的還繼續滾下
去。她也希望能繼續開分店，
讓生意愈做愈好。莊思敏自己
還經營飲食業、運動衫及酒
吧生意，農曆新年後更會涉獵

護膚品的生意。

裕美不會閃嫁外籍男友
裕美與意、英混血兒 Alex 拍
拖，她表示彼此相識接近一
年，也沒想過會戀上外國人，
不過感覺不錯。且對方同是基
督徒，又在港工作，不用發展
異地戀。她指拍拖後自己學會
英文及意大利文，不過男友屬
慢熱的人，又不算浪漫，但這
反而更有安全感。問她會否閃
婚？裕美笑說：「不會了，我
又不是沒試過，覺得別為做而
做，人大了心態會順其自然，
今年工作上都有計劃和有新嘗
試。」那麼，到想生小朋友才
結婚？她坦言也是這樣，但暫
時不會了。
至於近日因忙於拍唱歌片，
裕美也沒記起快將情人節，她 ■裕美因和外籍男友交往，現
覺得日日都可以是情人節。
學會了英文和意大利文。

另外，吳鎮宇、張達明、曾志偉在同
一環節出場，意想不到地化身棟篤笑組
合互窒，互相取笑對方是老弱殘兵，又
指要爭才有機會上台做嘉賓。修哥一見
到志偉，即笑言自己沒邀他到場，問對
方為什麼會出現，志偉答道：「是張學
友打電話叫我趕來。」原來三人上台是
要頒「全球華人破晒紀錄至尊演藝大
獎」給修哥，恭喜他成為全球最高齡開
演唱會的華人。

■吳鎮宇
吳鎮宇((右)跟張達明
跟張達明((左)扮鬼扮馬
扮鬼扮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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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詩雅初一
「紅」
運當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連詩
雅和鄭融昨天到銅鑼灣為 ViuTV 音樂
節目《歌度有榜》擔任嘉賓，連詩雅在
節目中獲頒「亞太區女歌手獎」，她笑
說：「這個獎是在亞皆老街和太子區做
調查，詢問途人認識哪些歌手而選出
來。感覺挺得意，因我讀書時期，放學
後經常在『亞太區』出沒。」
本周五便是大年初一，今年犯太歲
的詩雅自言很傳統，已準備到車公廟
攝太歲，年初一她會由內至外穿上紅
色，取其好意頭。她又主動提及日前

到超市辦年貨，被拍到有大隻男陪
伴，詩雅解釋：「說我好嗲地望住對
方，其實他是我表弟。感覺好奇怪，
講到我好像暗戀表弟，所以辦年貨都
要小心一點。（同男友徐浩去？）自
己去，或者和媽咪去。原來在我身邊
的男士，甚至是屋企人，可能下次我
爸爸在身邊，都會說我和大隻男一
起，因為我爸爸都好高。」
鄭融透露將親手製蘿蔔糕及南瓜糕
孝敬長輩，雖然有好多工序，但一年
■連詩雅(左)對被指和大隻男去街大感無奈。
一次都是值得，好像將愛吃落肚。

黎耀祥有意闖內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黎耀祥（祥仔）昨天到港
台接受好友陳圖安主持的《安
哥同學會》節目錄音，祥仔透
露節目中會大談未來路向及大
計，今後將會做多些不同類型
的工作。
效力無綫多年、將於今年5
月約滿的祥仔，透露會返內地
發展，他說：「以前個仔細，
不想返內地，如今大個就放心
點。」他表示綜藝節目、真人
騷、劇集都有接洽。問到太太
可放心他到內地工作？祥仔笑
說：「你覺得我走得掉嗎？老
婆都會跟埋去，是我安心點。
這幾年一齊南征北討，場地那
些事她都好熟，令我好放心工
作。」

員約，王維基那時都有加過幾
十巴仙人工，之後都有加，公
司對我都OK。不過自己好傳
統，公司當然想我簽一年拍一
部，簽得就要拍，如不喜歡又
不知道拍不拍好，想自由度大
點。自己都未知想怎樣，所以
都好矛盾。」
他謂太太都贊成他到內地
發展，覺得他再行出一步都是
向內地市場走。而他都想出外
看多些，因內地投資的製作條
件都和香港不同，但現實是內
地工作還在洽商中，因為變化
較大，很多都還未落實。

葉巧琳樂與男友雙親打牌

Eddie 扮財神搞氣氛

最高齡開演唱會華人

■修哥獲許多圈中友好支持
修哥獲許多圈中友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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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將滿約無綫

投資冰室開第十間分店

子華搞笑指：「原來修哥找我試刀。」
結果修哥扮嬲，說自己不用子華試刀，
嚇得子華立即向他下跪致歉。最後子華
約定修哥，90歲開騷時會替他伴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陳柏宇（Jason）和葉巧琳昨天到長沙灣一間中學出席電台
活動，活動上二人扮演夫妻演短劇。葉巧琳表示
劇中會跟奶奶鬧交，不過現實中她與男朋友的媽
媽相處得很好，大家更會一起看韓劇。葉巧琳續
指有時到男友家中與其雙親打麻雀，他們有時會
「鬆章」讓她。Jason 搞笑說：「你即是說他們
牌技差？」葉巧琳即否認這個意思，又自爆次次
輸牌都沒找數。不過新年她都一定會去男友家跟
世伯和伯母打麻雀，更會攜同自己和媽媽親手做
的蘿蔔糕去拜年。至於情人節，她就會在家中煎
牛扒慶祝。
另外，Jason 出席活動前又到電台宣傳演唱會
DVD，他表示近月來好「深閨」，放工立即回
家，因為要趕打機，連健身都沒做，故較演唱會
時重了十磅。他又自爆婚後已開始努力「造
人」，希望可生狗仔。

想爭取自由度
5月便約滿無綫的祥仔，正
考慮跟無綫轉換另一種合作形
式。是否人工不合心意？他
說：「其實我一直都是基本演

■黎耀祥(右)稱遇上不合心
意的劇集，拍或不拍都感到
為難。

■(右起
右起))葉巧琳和陳柏宇昨天造訪一間中學
葉巧琳和陳柏宇昨天造訪一間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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