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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李慶全）為慶祝仙姐白雪仙九十誕辰，特別於昨晚假洲際酒店舉
行祝賀晚宴，除了仙姐至親好友到賀外，城中名人紅星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陳國基伉儷、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總監程淑儀、

高官名流祝賀

九位大師以作品致敬 寶珠阿嗲作小調

白雪仙 大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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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積志、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李美嫦、馬
時亨伉儷、高永文伉儷、林順潮伉儷、劉詩昆、陳寶珠、蕭芳芳、張正甫、梅雪詩、吳君麗、羅
艷卿、胡楓、張學友、薛家燕、沈芝華、馮素波、張德蘭夫婦、陳可辛、吳君如、許誠毅、林超
賢、劉偉強伉儷、汪明荃、劉松仁、王愛明、唐鶴德、陳玉蓮、苗可秀、鍾景輝等親臨到賀。
而九位來自不同藝術範疇的大師張漢明、周仰傑、周俊輝、董橋、許誠毅、Vivienne Tam、又

■陳淑芬母子聯同唐鶴德到場
陳淑芬母子聯同唐鶴德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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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人、楊凡和周晉更分別創作藝術品於晚宴會場上展出，向仙姐祝賀和致敬！ ■攝影：劉國權

■蕭芳芳和老公由胡楓陪同赴會
蕭芳芳和老公由胡楓陪同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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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
左起：
：陳寶珠
陳寶珠、
、薛家燕
薛家燕、
、沈芝華和梅
雪詩到賀。
雪詩到賀。

■特首林鄭月娥扶着白雪仙進場。
■吳君如全家盛裝到賀
吳君如全家盛裝到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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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姐穿上由著名時裝設計師劉培基特別
為她設計的晚裝亮相，風華永恒，優

雅雍容，晚宴上表演節目包括倫永亮與高世
章鋼琴聯奏，由不同年齡的青少年粵劇愛好
者演出折子戲；以及播放珍貴的影片剪段
等，仙姐窮畢生之力推動粵劇傳統藝術，不
遺餘力地革新創新粵劇製作，不停地為粵劇
注入新元素，提升素質，吸引口味不停在變
的新觀眾繼續入場。半個世紀以前，仙姐已
是革新粵劇的先驅，過程中，她除了將粵劇
變得更雅俗共賞，更富張力、更富娛樂性
外，更將粵劇的藝術地位大大提升，在2009
年，粵劇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肯定，列入人
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粵劇成為我們香港
的重要文化遺產，構成了我們文化身份的一
部分，仙姐實在功不可沒，今次的祝賀晚
宴，更是對仙姐在粵劇文化上的成就和貢獻
的一種致敬。

仙姐於農曆四月初一九十歲大壽，昨晚
約 7 時 38 分，仙姐由特首林鄭月娥、契仔
陳醫生、時裝設計師劉培基及陳善之等友
好陪同下到場，而當仙姐出現時，門外數
十名戲迷一見仙姐即歡呼拍掌，為仙姐賀
壽。仙姐身穿一套銀白色旗袍加上披肩，
並手挽小手袋，雍容華貴。見仙姐精神煥
發，她停下步來給傳媒拍照時都笑容滿
面，到拍照後記者上前問仙姐會否接受訪
問，仙姐沒受訪便由契仔陳醫生扶着上去
飲宴場地，不過陳善之代表仙姐發言：
「仙姐也是那幾個願望，都是祝福大家身
體健康、個個都開心、祝香港好、多些人
看粵劇！」

學友捐錢撐粵劇發展
昨晚壽宴上，張學友一早到場，他表示
問了仙姐鄰居張家輝，知道仙姐有個粵劇

羅霖珍藏200套內衣

朱慧敏

曾華倩

羅霖

君如一家四口到賀
寶珠姐和阿嗲盛裝到場，阿嗲透露她們
一班徒弟特別作了一首祝壽的小調，由十
二人一起唱給仙姐聽為她道賀，不過都是
昨午才齊人綵排，而她表示壽宴共筵開四
十席，亦會有折子戲和舞蹈表演。問到送
什麼禮物給仙姐？阿嗲指一班徒弟合夥包
了一封利是給師傅，仙姐則將之轉送到任

白老人院作為維修經費。寶珠則笑
說：「師傅九十大壽當然要靚，
會着到靚靚到來。」至於場地佈
置，寶珠指都是奚仲文的構
思，特別是雲石樓梯兩旁佈置
成一雙雙的白色翅膀。
吳君如與父母及陳可辛一
家四口來到賀仙姐大壽，問
她送上什麼禮物給仙姐？君
如表示仙姐讓她轉做慈善，
而君如指媽咪是仙姐粉絲，
又是仙姐的麻雀腳，所以指
明她要來飲這一餐壽宴，是
數月前計劃好假期，她又笑
指昨日媽咪好興奮，也常聽
她說跟仙姐打牌，仙姐常會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
吃糊，不過君如自己則未有
主任梁愛詩亦有出席。
主任梁愛詩亦有出席
。
機會跟仙姐打牌。

■學友因工作關係不會
留在晚宴上唱歌獻藝。
留在晚宴上唱歌獻藝
。

梅小青稱無 cut 周秀娜戲分
心穎低胸示人 馬明讚好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無綫
新劇集《宮心計 2 深宮計》昨日舉行記
者會，胡定欣、馬浚偉、馬國明、黃
心穎、劉心悠、蕭正楠及陳煒（煒
哥）等盛裝出席，當中心穎、煒哥、
張慧儀、羅霖、康華和謝雪心均低胸
性感現身。一眾演員在台上分享拍攝
點滴，蕭正楠搞笑說：「好期待重溫
同心悠的『啜啜戲』，我以前係睇佢
嘅戲長大。」
而另一位女主角周秀娜，不單未有現
身，就連大會佈景板上亦「被消失」
。事
後問到總監製梅小青，周秀娜缺席是否
因她所屬的公司與 TVB 的官司糾紛有
關？梅小青承認有影響：「呢啲留待公
司回答，係有啲影響，始終涉及商業嘢
我唔交待。（可有刪減周秀娜的戲
分？）冇 cut 戲分，大家今次合作得很開
心，周秀娜也會利用佢自己的平台幫手
宣傳劇集。」對於收視壓力，她表示沒
有壓力，如果有壓力都是來自於演員們
對劇集的期望，但她會將壓力化作為動
力。
馬國明、黃心穎在劇中飾演一對， 兩
人一起受訪，對於心穎的低胸性感打
扮，問到事前可需要給馬明過目？馬明
笑說：「她只畀件衫張相我睇， 來到至
知。（得唔得？）得，好得。（ 你指身
材還是件衫好得？） 你自己諗。（下次
唔畀心穎性感？）咁大個人，冇話畀唔
畀。」心穎即反問：「有得唔畀咩？」
馬明又讚心穎好有品味，會識得睇場合
揀衫。
心穎被問到小青姐讚她有鍾嘉欣的影
子？ 心穎表示不敢當：「唔會同人比
較，稱讚會接受，但唔會自滿。」 不過
馬明就認為兩人不相似 ，各有特色。心

穎即笑謂自己唔夠乖。
談到拍劇的難忘事，心穎表示有場感
情戲喊到眼腫。馬明透露有場戲講心穎
為救他而受傷令他好感動，問到是否因
當時二人剛開始拍拖？他笑指不關事，
又稱自己在戲中的角色性格好木獨，但
現實中就唔cool兼且很風趣。

定欣湊杏兒B攞經驗
胡定欣直言最近觀看劇集宣傳片，劇
集就快出街心情緊張，她謂剛好也拍畢
一年，拍攝時的所有畫面都浮現出來，
絕對是台前幕後嘔心瀝血的一套，希望
大家喜歡。馬仔表示劇組去年橫店外景
煞青返港是 7 月 8 日，而大結局剛好也是
同一日。
剛返港的定欣，透露已完成《包青天
再起風雲》在新疆和橫店的拍攝，回港
後除要為劇集宣傳，又要為與馬仔合作
的舞台劇排劇、練舞和練崑曲，感覺好
似有很多使命。問到經常與馬仔合作 ，
可會日久生情？定欣笑言情一定有：
「我哋由時裝到古裝都演一對，至於會
否日久生情，要視乎他沖嘅咖啡好唔好
飲。」談到「胡說八道」會一班姊妹日
前聚會，定欣大讚杏兒的兒子 Baby Lee

得意到不能再得意下去，而聚會期間 Baby Lee 扭眼瞓，六個女人都搞不掂，最
終要杏兒奶奶出手：「希望杏兒生多兩
三個 ，等我哋攞吓經驗，將來自己湊 B
會手到拿來。」
低胸上陣的煒哥笑言劇中服飾不性
感，不擔心觀眾將焦點放在她身材上，
希望大家留意她的凌厲眼神。她坦言拍
此劇很辛苦，有日曾辛苦到想放棄，不
想再放東西落腦袋，但最後都咬緊牙關
完成。她又自爆為爭取多兩小時睡眠時
間，試過幾日
無拆頭套。

■《宮心計2深宮計》昨舉行記招，場面盛大。

■馬明讚心穎識得睇場合揀衫
馬明讚心穎識得睇場合揀衫。
。

■右起：張慧儀、謝雪心、羅霖、
康華及張文慈打牌宣傳。

盡力照顧養子 張慧儀唔覺自己偉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曾華倩、羅霖
及朱慧敏昨日一同出席內衣店活動，曾華倩坦
言對內衣有頗高要求，漂亮內衣是穿給自己，
有男朋友時對內衣要求會特別高，只可惜現在
正單身沒拖拍。羅霖表示任職空姐時，每次飛
往外地亦愛買喱士或絲質的內衣，家中現有近
200 套各式各樣的珍藏，唯獨沒有 SM 款式。漂
亮的內衣通常會在情人節這重要時刻選穿在身
上：「但家𥚃 有三個兒子，有時穿上性感內
衣，亦會加外衣遮蔽。」羅霖指穿漂亮內衣同
樣為提醒自己要將身段保持好，令自己愈來愈
漂亮。
朱慧敏覺得女人要懂得愛惜自己，絲質內衣她
尤其鍾愛，感覺柔軟舒服，沖涼後穿上身有助容
易入眠。羅霖又帶笑指跟自己和華倩年紀相若的
媽媽們，不妨互勉去keep fit，羅霖笑謂這才吸引
到小鮮肉。華倩則笑謂自己無特別去揀擇，還是
羅霖最有經驗，羅霖戲言不過是剛巧遇上，反之
朱慧敏堅持自己是喜歡熟男一族。

發展基金，所以也有捐錢以作支持，但因
工作關係，學友到來跟仙姐道賀後便離
開，故不會留在晚宴上唱歌獻藝。學友亦
表示跟仙姐見面不多，也並非每年都有為
仙姐賀壽，但有時仙姐會來看他演唱會，
以前與陳淑芬合作時，會多見仙姐，即使
「細佬」張家輝與仙姐住在毗鄰，他也少
探家輝，也知家輝現不在港，不過都知他
有送禮物給仙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張慧儀、羅霖、
謝 雪 心 、 張 文 慈 （Pinky） 及 康 華 等 前 晚 錄 影
《Big Big Channel 麻 雀
王》，並為新劇《宮心計
2 深宮計》宣傳，張慧儀
自言不懂打廣東牌， 幸
好今次拍住Pinky。
對於《宮》快將播出，
她表示沒收視壓力，做好
自己的工作便可。早前慧
儀在一個訪問透露為患有
先天性心臟病養子支付龐
大生活費及醫藥費要去
「跑數」，報道出街後獲
讚是好媽媽。她感謝大家
但自問不敢當：「呢個係
我同小朋友一個緣分，既
然我選擇做媽媽，就要盡
好媽媽的責任，其實我唔
係有幾偉大，天下母親都
一樣。」羅霖笑指知道張
文慈很厲害，已預了做
「魚腩」，但大家已說好
贏了的就請大家食飯。談
到母親節，羅霖表示當日
跟 78 歲 的 媽 咪 一 起 慶
祝，而三個兒子除了請她
們吃飯，又主動畫卡和買
禮物送給她和外婆，覺得
他們很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