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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拍攝無綫的旅遊節目，朱
千雪昨日表示已相隔了四、

五年：「今次趁工作輕鬆下，會去
北海道兩星期。（湯洛雯喜歡大解
放？）那便好了！由她解放，我幫
她影相，大家分工合作。」

想偕男友去歐洲慶生
問到暑假會去新加坡探望醫生

男友嗎？千雪謂：「我們計劃一起
去旅行，大家正在夾時間，因我們
都是6月生日，可一起去旅行慶
祝。自己想去歐洲，其實去哪裡都
沒所謂，最重要是可以一齊。不過
月尾會先跟父母及姨媽、姨丈去韓
國慶生，兩個妹妹因無假放而未能
同行。」
她稱暫未收到生日禮物，去年

男友送太陽眼鏡，感覺挺Sweet，
去旅行便大派用場。那麼會否期待
今年收鑽石？「不會啦，大熱天時
不想收太隆重禮物，最好收太陽眼
鏡或消暑物品。（泳衣？）如他送

泳衣便不了解我，熟識我的人都不
會送。自從參選港姐後，已無膽量
再着三點式泳衣，加上怕曬，泳衣
都選穿潛水衣款式，不想再穿三點
式，覺得壓力太大。如要節食幾個
月為影張相，不如開心放下假。」
此外，邵珮詩自演出《愛．回

家之開心速遞》後，工作量增多
了，除為公司主持三個節目，還
有其他司儀活動，她又乘機「放
風」話想接拍廣告。

邵珮詩素顏上演技課
她說：「為了這次司儀工作，

我在家練足五天，所以剛才說話較
快，原本五分鐘的稿我用三分鐘便
講完，口才上有進步。之前都有拍
旅遊節目，可表現自己真性情一
面，最自然是最好睇，甚至素顏都
沒問題，男友都覺得我素顏
OK！」珮詩還稱正修讀鍾景輝教
授的「方法演技」，通常會素顏上
堂，但大夥兒都認得是她。

SaSayyNoNo向三點式向三點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薛家
燕、羅力威、彭健新等前晚錄影無綫
節目《流行經典50年》，下周一便做
奶奶娶新抱的家燕姐，坦言近期忙個
不停，每晚要到凌晨3、4時才睡。她
感謝一班影視界朋友度期到賀：「原
來當天是好日子，楊受成先生都說有
三個婚禮要去。也有朋友從內地趕
來，王祖藍則要早到，之後趕夜機返
內地，很感激大家賞面。」
家燕姐坦言自己也有點緊張，試衫

時發現有點鬆身了。問到會否上台表
演助興時，她說：「不會了，反而兒
子很用心剪輯一段成長片段，和在歐
洲拍攝的婚紗照，此外還有兩段片給
大家驚喜。」家燕姐也不知當晚能否
忍住感觸不喊，希望到時可控制到心
情。

羅力威三年內生仔
至於羅力威則表示婚後會多寫一些

較甜蜜及關於人生的歌曲，今天32歲

生日的他，已約好一班歌迷唱K慶
祝，可惜太太雨僑身在澳洲，笑稱這
段時間要「自己食自己」，多吃外賣
弄得肚子不舒服。
至於會否再補祝生日，阿威稱生

日在什麼時候都可以慶祝，因他們
連度蜜月也要押後。笑問雨僑會否
送個小朋友給他？阿威說：「這是
人生另一個大課題，很擔心如何才
教好小朋友，但都會是這兩、三年
內會做的事。」

娶新抱之日撞正多個喜宴

家燕姐感激各界賞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許家傑、何遠東和
區永權昨日出席big big channel第二屆《明星麻雀王
大賽》頒獎禮，今屆冠軍由許家傑贏得，並獲取三萬
元獎金，何遠東和區永權則同分並列亞軍。許家傑透
露已預留部分獎金，宴請台前幕後吃火鍋慶功。

講「我愛你」代替爆粗
何遠東表示從小學開始已學打麻雀，想不到會
輸給行好運的許家傑，遠東笑道：「他們將我妖魔
化，話我經常『扣牌』！其實許家傑只食了一鋪自
摸九番。」正所謂「牌品好自然人品好」，問他們
麻雀枱上誰的牌品最差？他們都有所保留，稱自己
牌品好，即使手氣欠佳也會強忍不爆粗，更用「我
愛你」代替粗言穢語。
憑「送水輝」一角人氣急升的家傑，會否渴望
星途像賭運一樣？「都希望的，今年好彩有一個好

角色，之後都有拍攝其他劇集，如現在拍梁材遠的
新劇，跟鄭則士、苑瓊丹合作學到很多，希望大家
都見到我演技上的進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張
曦雯（Kelly）以大使身份出席「惜
海洋 續未來」展覽活動，Kelly開
心地說：「之前到馬爾代夫第一次
潛水，已跟自己講要保育海洋。希
望憑着自己一點影響力，呼籲大家
愛惜海洋。」
Kelly曾在澳洲大堡礁潛水，見到

海底世界很漂亮，海洋生物亦很歡
迎人類，但人類帶給海洋的破壞卻
很大，所以她呼籲大家謹記要環
保。Kelly在港考取潛水牌後，很期
待跟隨世界自然基金會帶其出海去

體驗美麗的海洋世界，笑問她會否
順道影比堅尼相？她笑說：「焦點
是海洋，不是睇比堅尼，等拍旅遊
節目或劇集時才穿啦。」

赴深圳拍劇食到肚痾
這陣子，Kelly正在拍攝新劇《白

色強人》，要香港、深圳兩邊走，
她說：「也是首次到深圳拍外景，
不過我好黏家，趁有空檔便回港。
在深圳時最大娛樂是叫外賣，可能
未適應當地食物，抵埗第一日便肚
痾。」

藉 潛 水 推 廣 環 保

張曦雯無意亂Show比堅尼

榮 當 第 二 屆 麻 雀 王

許家傑想星途如賭運般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電視廣播有限
公司副總經理（法律及國際業務）及電視廣播
（國際）有限公司總經理陳樹鴻，昨天為無綫
《2018年上半年度傑出員工頒獎典禮》擔任頒
獎嘉賓。他表示無綫積極拓展海外市場，網絡平
台TVB Anywhere已陸續全球化，除提供TVB自
家製作節目外，亦與當地電視台合作增設播放頻
道，如做火鍋生意提供上乘湯底，再按需要配合
不同食材。
全球影視作品都受盜版影響，陳樹鴻坦言TVB

Anywhere也面對被侵權的苦況，除自家成立的反
盜版組織外，也會與外地分銷商合作時，以商業
模式打擊盜版，實行以Site Blocking形式阻止連
結盜版網站內容。在澳洲TVB已成功令七個盜版
電視盒無法使用，而著名盜版電視盒也因無法經
營而要倒閉。陳樹鴻說：「大家都知盜版是不可

能杜絕，但如果可以控制得到，我們的生意仍可
以做。」不過，他表示與外國洽商合作時，被反
問香港版權條例的情況，得知香港法例較外國落
後太多，故希望政府能盡快修訂有關法例，建議
網絡供應商封鎖盜版網站的連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王灝兒（JW）
和蔡瀚億（BabyJohn）前
晚出席慈善電影節活動，
前者透露剛錄好一首全新
廣東歌，原定在6月18日
生日後推出，現時應趕不
及，希望可在「生日月」

內面世。當問到如何慶祝
28歲生日，JW謂已約好
大班朋友食飯慶祝，到時
男友都會一起，因平日已
常與對方見面，所以不介
意生日正日沒選擇過二人
世界。

BabyJohn要練「忍功」
BabyJohn 手頭上有兩

部電影在拍攝中，還得
參與另一部網劇，其中
一套電影是跟吳鎮宇合
作，BabyJohn 自言從對
方身上獲益良多。該片
亦不乏情感豐富鏡頭，
隨時要進入狀態，他表
示拍得好辛苦，但最辛
苦還是拍外景時要找廁
所，因經常轉外景，不
易找到廁所。加上自己
很 愛 吃 ， 「 直 腸 直
肚」，要練到「百忍成
金」。

■羅力威不介意生日要「食
自己」。

無綫着手打擊海外盜版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李慶全）剛
從台灣工作
回港的唐文
龍，昨天隨
即參與環保
活動。他向
來大力推動
環保，已有
超過10年時
間，不過文
龍指要做到

環保其實並不簡單，現在不少物料
都是塑膠製品，不然就是紙造，連
洗潔精其實都會污染環境。他指根
據最近的調查報告，人類每年使用
膠袋的數量達一兆個，情況非常誇
張！文龍表示自己一直支持環保，常
跟朋友分享環保訊息，然而偶爾會被
譏笑「傻仔」。
問他找女友是否也要是環保支持

者？他笑說：「沒想到這麼遠，或者
我會改變對方，否則很難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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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穎芝鄧穎芝((中中))的的Low CutLow Cut突圍而出突圍而出。。

■■邵珮詩上身疑似真空邵珮詩上身疑似真空。。

■■個個女仔都戴起眼個個女仔都戴起眼
鏡鏡，，只有千雪只有千雪BBBB把把
眼鏡架在頭上眼鏡架在頭上，，令她令她
格外顯得突出格外顯得突出。。

■即使是拍旅
遊節目，朱千雪
寧願穿潛水衣也
不想再穿三點

式示人。

■薛家燕(黃衫)希望娶新
抱那天不會當眾流淚。

■許家傑(左)在麻雀枱上擊敗區永權(中)和何遠
東(右)。

■■張曦雯指若想看她穿張曦雯指若想看她穿
比堅尼比堅尼，，還是透過劇集還是透過劇集
或旅遊節目較好或旅遊節目較好。。

■陳樹鴻(左二)希望特區政府能修訂反盜版法例。

■JW(右)要押後新歌推
出 時 間 ； 旁 為 Baby-
John。

■唐文龍全力支持環
保已逾十年。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李思穎李思穎））朱千雪昨天以嘉賓身份出席眼鏡朱千雪昨天以嘉賓身份出席眼鏡

連鎖店活動連鎖店活動，，邵珮詩則擔任大會司儀邵珮詩則擔任大會司儀，，其他到場藝人尚有鄧穎芝其他到場藝人尚有鄧穎芝、、

Kelly JackieKelly Jackie等等。。千雪透露在即將來臨的暑假千雪透露在即將來臨的暑假，，希望可多接工作和希望可多接工作和

旅行旅行，，同時同時77月會偕湯洛雯月會偕湯洛雯（（靚湯靚湯））赴北海道拍旅遊特輯赴北海道拍旅遊特輯，，屆時大屆時大

解放任務便交由對方負責解放任務便交由對方負責，，千雪她自己就千雪她自己就

拒穿三點式泳衣拒穿三點式泳衣，，免得增添壓力免得增添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