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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眾《翻生武林》演員昨日大玩巨人
相撲遊戲，席間Grace更整個撲在

Edwin身上，十分投入，而工作人員又
推出蛋糕為今日生日的Edwin慶祝。
今日41歲生日的Edwin表示生日要在
工作中度過，昨晚去完新娘潭拍劇集
《十二傳說》，還要撒溪錢，今日又要
去魔鬼山拍攝。說到他臨近生日不是拍
靈堂戲便是去近墳場的魔鬼山拍戲，Ed-
win稱會抱住工作做完便走的心態，百無
禁忌。問到生日可會跟女友黃翠如撐枱
腳慶祝？Edwin 表示近日跟女友較少
見，因他既要拍劇，之後又會跟田蕊妮
去美國登台及跟曹永廉拍節目，所以與
女友要度時間慶祝。

陳凱琳拍外景阿媽陪同
Grace表示今個月底便去橫店拍無綫劇

集《包青天再起風雲》，之後再去新疆
拍外景，她表示鍾意出埠拍戲，而此行
媽咪都會陪同她一起去開工，又可以一

起煮嘢食。豈不是跟男朋
友很少時間見面？Grace指
男友今個月都很忙，要去泰國
拍戲，各有各忙。問到會否前往
泰國探男友班？她笑說：「都可
以，（男友去開工時你去泳池游
水？）好似唔係幾好。」身旁的
Edwin就提議她可先在酒店服侍嘉
穎，之後才去游水。問到翠如是否也
這樣對他？Edwin說：「哎……佢搞
好多嘢，不過工作上都有幫我，好似襯
衫，如果着得唔好睇，你哋記住邊個幫
我襯，設計師話我係亞洲 model 身
材。」
台上Grace提到劇中跟Edwin及黃智

賢有感情戲，Edwin笑指發覺男仔不理
會女仔，她們就會自動埋身，如理她們
就會當你是「兵」，問到他在現實中
是否也一樣？他笑着否認：「唔需
要，兩個人相處，邊個對邊個好啲唔
使計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劉心
悠、胡鴻鈞、胡琳等前晚出席髮器活
動，心悠透露假期過後開始工作。說到
剛成立的「香港演藝界內地發展協進
會」會否幫到香港藝人？她覺得會有作
用，有人可以求救是好事，荷里活都有
成立公會，幸而自己在內地工作時未遇
過難題，也很少聽到有麻煩事，通常遇
到不明地方都會問公司。
心悠於4月1日便踏入37歲，她笑

說：「又後生一歲，我同媽媽同一日生
日，計劃搞BBQ派對，（年紀不輕是
否要考慮人生大事？）不打緊，你不覺
得現在好有型咩？（不想給人照顧？）
自己一個好些，只想跳出BB框框，
（由你去照顧人？）可以的，但我不懂
煮飯，亦不心急，大家心急過我。」
說到擇偶條件，心悠自言不知自己想

要什麽，所以無從入手，「就如入到間
餐廳見到餐牌上美食林立，都會揀好
耐，因沒特別想吃，可能是選擇恐懼
症，自己又未肚餓，（人生幾十年都沒
肚餓過？）最重要是放什麼入口，要有
營養，不能亂來。」

胡鴻鈞等男性朋友約慶生
胡鴻鈞下周二（27日）28歲生日，

屆時會與200多位粉絲一起慶祝，也是
他演完石敢當後，最多粉絲慶祝的一

次，他也坦言等
男性朋友約，自
己生日不會主動
約人。說到之前
他和許廷鏗去旅
行時有順道慶祝
嗎？他表示：
「沒有，旅行同
生日飯一齊做很
蝕底，（期待男
性朋友送禮物給你？）我份人好易話
為，只要有心就得。」他也呼籲歌迷把
送禮物的錢作慈善用途，將收據送他已
是最好生日禮物。
胡琳早前到冰島拍MV時凍傷，休息
幾天後便復工，可是日前出席活動前塊
面因皮膚炎滲水，狀甚恐怖，現時皮膚
康復近八成。

香港文匯報訊 雷
頌德（Mark）昨日
出席海洋公園宣傳
活動。與黎明老友
鬼鬼的Mark，被問
到對方快為人父，

Mark笑稱遲些要帶黎明到海洋公園
玩，因為遲些對方也要學習帶小朋
友到主題樂園玩。至於Mark打算送
什麼禮物給黎明？Mark表示要知黎

明的孩子是男還是女才算。他又可
會替黎明作歌給孩子？Mark說：
「假如他需要唱的話我才寫給他。
（是否要知道是男還是女才可創作
歌曲？）我真是不知道。」Mark現
有一子，問若果黎明生女可會對親
家？Mark卻拒絕，笑言：「外父咁
惡，最怕阿仔做錯事。（他不惡只
是有金句？）是的！我驚我個仔聽
唔明。」

香港文匯報訊 林志玲與時尚品
牌H&M合作，成為「永續發展推
動者」評審之一，她與其他九位評
審選出五項有助於加速時尚行業的
創新方案。日前，林志玲更以身作
則，穿着由柑橘纖維製成的訂製款
禮服，出席位於瑞典斯德哥爾摩舉
辦的「第三屆全球變革大獎」。
林志玲表示：「這次五位全球變

革大獎得獎者都擁有創意與信念來
改進今日時裝界的樣貌。各種前衛
構思源自深海到陸地，透過全球變
革大獎推動計劃，這些美好的創意
將不再只是空想而是能夠切實地實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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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蕭

正 楠 （Edwin） 、 陳 凱 琳

（Grace）、黃智賢及姜大衛等 ，昨

日出席 TVB 劇集《翻生武林》之

「擂台比武 大顯身手」宣傳活動。

Grace透露她將與男友鄭嘉穎分隔異

地開工，各有各忙，所以她也有意抽

時間赴泰國探班，Edwin提議她可在

酒店服侍嘉穎，而他自己原來有女友

黃翠如幫手襯衫，無意間「放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譚小環昨日
到訪前財經節目主持人陳慧儀在西營盤開設的
海藻啫喱花蛋糕店，拍攝奇妙電視節目《搵錢
男女》，互相分享創業心得，小環更趁機向慧
儀拜師學整蛋糕。
慧儀表示工作坊開了一年多，原先沒想過

開班教人，但她一有空檔便會到不同地方學習
新技能，已先後跟了十多個老師，加上學生愈

來愈多，剛巧物色到店舖才決定開舖。她謂開
工作室並非為賺錢，只為實現理想：「其實做
生意嚟講係唔合乎經濟原則，唔可以發達，反
而同朋友開設食品工場，呢方面反而賺錢。」
開設魚蛋小食店的小環亦很認同，並大歎飲食
業招聘人手很困難，有些人工又好貴。問到慧
儀可有興趣再做幕前工作？慧儀表示都有人找
過她，但她現階段無興趣拍戲。

以身作則以身作則

心悠快將37歲 自覺單身好有型

嫌黎明做外父惡 雷頌德拒對親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
穎）由國際唱片業協會（香港
會）主辦的「香港亞洲流行音
樂節2018」將於今晚假會展舉
行，昨日來自不同地區表演嘉
賓已齊集香港見傳媒，分別有
香港樂隊Supper Moment、日
本歌手中島美嘉、台灣徐佳
瑩、韓國男子組合BTOB、內
地男團M.I.C、泰國 Jannine
Weigel、新加坡鄭可為，以及
首次參與的越南歌手阮福盛
（ No o Phuoc Thinh）。而
一班樂壇新星將同場競逐「亞
洲超級新星大獎」、「最佳歌
曲演繹大獎」及「最佳舞台演
繹大獎」3項殊榮。
中島美嘉是繼2005年再度
來港，今晚將會打頭陣演出，
她坦言心情緊張，因自己本是
個很易緊張的人，總之會盡力
而為，期待着今晚演出，她透
露會獻唱兩首歌曲，其中一首

是 電 影 《NANA》 主 題 曲
《Glamorous Sky》。問到今
次再來港跟上次有分別嗎？她
稱：「已是十年前的事，當時
都很忙，沒甚記憶，但今次來
港就好期待，（希望在港開
騷？）暫時未知，如果有粉絲
等我叫我來都會答應。」問她
想品嚐香港哪種美食，她笑着
叫傳媒推介。
中島美嘉上月與排球選手老

公離婚，問到會否影響心情，
但翻譯員未有轉述問題說：
「私人問題不會答。」中島美
嘉就指未來會專注工作。

鄭可為超性感上陣
徐佳瑩身為台灣代表兼表演

嘉賓，她自言心情很緊張，亦
很期待大家的演出。近日被傳
懷孕的她，身形明顯發福，不
過她否認有喜之說：「最近是
很開心，因宣傳工作告一段

落，多了時間休息下便多吃了
一點，但懷孕一事只是傳聞，
沒有其事，覺得好奇妙，只是
被拍到我食飽飯肚子很大的照
片，便說我懷孕，我也給嚇
倒，收到不少恭喜說話，事實
上真的未有懷孕，（有否結婚
計劃？）順其自然，有結婚和
生B計劃便會主動同大家分
享，（男友是你結婚對象？）
是呀，不然我跟誰結婚，（有
計劃生BB？）我們沒有談論
過。」韓國男團BTOB表示很
榮幸參與這次盛事，會以最好
表演報答歌迷，同時一定會唱
《Missing You》；而新加坡
代表鄭可為「中門大開」超性
感上陣，她表示7年前來音樂
節是以新星身份比賽很緊張，
今次就很期待上台表演；以香
港代表身份出席樂隊Supper
Moment，因成員CK病倒，
昨日三缺一現身。

中島美嘉失婚後專注工作

徐佳瑩發福 否認懷孕

陳慧儀 開食品工場成功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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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正楠
收蛋糕預
祝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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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至下由上至下：：陳凱琳陳凱琳、、蕭正楠和黃智賢投入遊蕭正楠和黃智賢投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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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凱琳透
露本月底去橫
店拍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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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悠跟髮型師即場示範set 頭。

■胡鴻鈞呼籲歌迷
做善事。

■■八個亞洲地區的流行歌手齊集香港見傳媒八個亞洲地區的流行歌手齊集香港見傳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林利早前
接受完直腸癌切除腫瘤手術，昨日他現身新
城電台訪問，看來精神不錯，他透露身體恢
復進度不錯，不過手術後影響到消化系統，
所以增加去廁所次數，醫生指兩、三個月後
便回復正常。
林利表示一直生活作息正常，幾乎每晚
十點幾便上床睡覺，清晨五時起床，而且很
少出夜街，所以很難想像患腸癌會發生在他
身上。
經此一役，林利更加鼓勵身邊朋友做身
體檢查，他說：「到了40多歲真的發覺免
疫力變差，可能我在台灣一段時間，生活節

奏較慢，空間比較
大，加上做這行，會
懂得經營自己，患癌
後沒有特別不開心，
亦不會有雜念，心情
很是平靜。」林利在
患病後開始在社交網上載「大叔日記」，問
他會否結集出書？他表示：「有台灣出版社
洽談中，現潮流興大叔，幾大認咗先。」
他透露去年跟邵氏簽五年經理人合約，

下月會為合拍劇《鐵探》開工，今次是全外
景，不會有廠景，應該不會太辛苦，現在都
想多些時間留港陪伴媽媽。

林利康復進度不俗

■■林利林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