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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偉豪希望
新劇 9 月初煞
青後放假小休
一下。
一下
。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李思穎
李思穎）
） 現年 28 歲的無綫電視藝員余德丞
歲的無綫電視藝員余德丞（
（Dick
Dick-2018年8月10日（星期五）
son），
son
），前晚踢波期間身體不適突然暈倒昏迷送院搶救
前晚踢波期間身體不適突然暈倒昏迷送院搶救，
， 曾跟他合作過的藝人
昨日都甚為擔心，
昨日都甚為擔心
，並給予精神支持
並給予精神支持。
。袁偉豪跟 Dickson 在新劇
在新劇《
《鐵探
鐵探》
》合作
合作，
，

■ 余德丞日前
仍為新劇《
仍為新劇
《殺
手》試造型
試造型。
。
網上圖片

他坦言平日見對方不抽煙、
他坦言平日見對方不抽煙
、不飲酒
不飲酒，
，沒有壞嗜好
沒有壞嗜好，
，所以感到消息來得很突然
所以感到消息來得很突然。
。

對余德丞暈倒昏迷感突然

袁偉 豪 稱

對方向來健康
無壞嗜好
余德丞同在新劇《
《鐵探
鐵探》
》合作的袁偉
跟余德丞同在新劇
豪 （Ben
Ben）
） 和張曦雯昨日出席腕錶活
動，Ben 透露該劇預計 9 月初煞青
月初煞青，
，屆時希
望放假小休一下。說到 Dickson 突然入院
望放假小休一下。
突然入院，
，
Ben 表示跟對方在劇中是同 Team 隊員
隊員，
，
「已在同事間的群組得悉對方入院消息
已在同事間的群組得悉對方入院消息，
，
事件來得突然，
事件來得突然
，大家都很擔心
大家都很擔心，
，我也是靠
傳媒跟進他的最新消息。
傳媒跟進他的最新消息
。由於自己今晚要
開工，
開工
， 未能到醫院探望
未能到醫院探望，
， 但會在心中支
持，這一刻未必可以做到什麼
這一刻未必可以做到什麼，
，亦不想打
擾他的家人。」
擾他的家人
。」

有指日前 Dickson 拍一場死去的鏡頭
拍一場死去的鏡頭，
，未
獲公司給予利是，似乎很不吉利
獲公司給予利是，
似乎很不吉利，
，對此
對此，
，
Ben 承認有拍過這場戲
承認有拍過這場戲，「
，「當日更是我爸爸
當日更是我爸爸
離世後首天復工，
離世後首天復工
，但不想將兩件事混為一
談，意外始終是意外
意外始終是意外，
，Dickson 尚很年輕
尚很年輕，
，
又是大家心目中的男神，
又是大家心目中的男神
，希望他能渡過這
次難關。」
次難關
。」

經理人望別胡亂猜測
問到可知 Dickson 的身體狀況
的身體狀況？
？Ben 謂：
「 印象中對方很健康
印象中對方很健康，
， 之前又是泳隊成

員，平日見他不抽煙
平日見他不抽煙、
、不飲酒
不飲酒，
，沒有壞嗜
好，所以消息來得很突然
所以消息來得很突然。
。現在只可為他
打氣，
打氣
，用祈禱方式作出支持
用祈禱方式作出支持，
，在精神上給
予力量，（對方開工時有否感到很疲
累？）
？）其實劇組時間安排都
其實劇組時間安排都 OK
OK，
，至於他會
否同時間有其他工作便不清楚了。」
否同時間有其他工作便不清楚了
。」
張曦雯因與蔡思貝是好朋友關係，
張曦雯因與蔡思貝是好朋友關係
，昨日
收到思貝透露 Dickson 情況穩定
情況穩定。
。而余德丞
經理人昨晚回應表示：「
經理人昨晚回應表示
：「Dickson
Dickson 仍在觀察
中，一切也要等待醫生報告
一切也要等待醫生報告，
，所以未有任
何回應，
何回應
，亦希望不要再有胡亂的猜測
亦希望不要再有胡亂的猜測。」
。」

鎮宇喜聞新戲獲好評

拍「MK 片」夠 貼 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吳鎮宇、黃德斌、余香凝
（Jennifer）及胡子彤前晚出席
電影《逆流大叔》謝票活動，鎮
宇表示該片在港上映的場次不算
多，有朋友想收工去捧場但沒場
次，還以為已落畫，他都心想不
妙，因其他電影又陸續上畫，但
其實《逆》片一直有八、九成入
座率，更有內地網民說這可能係
今年最好看的港產片。
鎮宇指不少朋友問自己拿換
票證，卻統統給他拒絕，要他
們買票支持：「我們套戲並非
為市場而拍，亦不是為拿藝術
獎，是有一點點意義，有些電
影我自己拍完都不敢叫人去
看，香港現在拍好多警匪片，
好難得有套 MK（旺角）片，
雖然沒在 MK 取景，但用了最
MK 的方法！」鎮宇坦言沒想
到今次有好口碑，他們沒落廣
告，故希望院線都能幫忙，他
說：「不好再取笑我們沒香港
電影，如果引進到內地上映，
相信也會有一定的票房收

黃德斌沒打算擺酒

亞姐出埠排場勁過港姐
何麗全無意邀志偉做司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鼓動
真我」2018 亞洲小姐競選香港賽區將於 9
月 16 日舉行，昨日亞視高級行政人員何
麗全於記者會上透露今屆亞姐香港區賽
事報名期將於本月 18 日截止，由於亞姐
今年踏入 30 周年，故特別加碼，得獎佳
麗除了獲得達 7 位數字之獎金獎品，更可
獲得亞洲電視藝人合約，安排參演亞視
下半年度重頭劇集《英雄本色》。何麗
全又表示今屆亞姐香港區獲獎佳麗，將
聯同大中華賽區，海外賽區出線共 20 佳
麗，可前往韓國首爾接受CJE＆M HK所
度身訂做的造型及舞蹈培訓，以迎接 11
月的亞姐總決賽。
另何麗全透露之前承諾 2011 年亞姐冠
軍馮雪冰補回她亞姐后冠也將兌現，還
她一個心願。至於今年亞姐冠軍的后
冠，他表示會是歷年價值最貴的一個，
是否價值過百萬，則要待設計藍圖定稿
後才可釐定，總之香港賽區及總決賽的
冠軍均有后冠加冕。何麗全指今年亞姐
獲得多個贊助商投入大量金額，所以希
望可以辦得更有聲有色。提到亞姐今年
大搞去韓國受訓，但無綫的港姐卻縮皮
只去西貢拍外景，會否形成很大對比成
了一個逆轉？何麗全回應說：「不是怎
樣的對比，只是方式不同，亞姐 30 年
嘛，都是看節目各有各做！」問到曾志

候選港姐挑戰攀石
陳靜堯 黃子桐失平衡

入。」

余香凝表示連日來謝票，黃
德斌是最受觀眾歡迎，有女觀
眾要求「愛的抱抱」，德斌笑
言送抱抱沒所謂，只要不是泡
泡浴就成，至於送吻則余香凝
較合適。胡子彤苦笑不知何故
自己最不受歡迎，總之德斌是
最弗的大叔，德斌自言除了身
材好之外，其他都不好，導演
要他裝胖，亦要幫他弄個假肚
腩才演出。在一堆大叔面前演
出兼拍落水戲，余香凝坦言最
初有點膽怯，但之後也當了自
己是男人，子彤笑言他們經常
在她面前講「麻甩佬」的事
情，都是不能出街的。
至於55歲的黃德斌與細他16
年的圈外女友Joyce Wong 秘密
入紙申請註冊結婚，德斌坦言是
時候就去做，他有準備戒指但沒
特別去求婚，更沒打算擺酒，只
在香港簽字再跟家人吃餐飯，至
於生BB則暫時未去想。

偉有傳遭
無 綫 封
殺，會否
藉此機會
找沒無綫
合約在身
的志偉來
做亞姐司
儀？何麗
全答謂：
顏子菲
何麗全
馮雪冰
「我知他
沒合約，但我沒想過找他，無謂難為他，
除非他有意思啦，否則不會令他難做！」
志偉都有上 ViuTV 講波？他說：「這都
是明星足球隊的關係，還是會叫他自己想
想，你們幫我傳達一下啦！」

馮雪冰獲補送后冠
2011 年亞姐冠軍馮雪冰與 2008 年亞姐
亞軍顏子菲齊出席支持，馮雪冰獲知亞視
正訂製后冠補送給她也好感欣慰，因當年
得獎未拿到后冠，之後公司一直有大變動
不想要添公司麻煩沒去追討：「現在覺得
好驚喜，我都好重視，因為后冠對我來說
是無價的！」至於今屆亞姐可以去韓國受
訓，顏子菲表示很羨慕，因知道該韓國公
司有份製作 MAMA 頒獎禮，是很有實力
和專業的，她笑言真的想再參選多一次。

■張曦雯得悉余德丞情況穩定
張曦雯得悉余德丞情況穩定。
。

■形象陽光
的余德丞不
時獲邀出席
活動。
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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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余香凝、黃德斌、吳鎮宇及胡子彤出席電
影《逆流大叔》謝票活動。
■19
19位候選港姐昨日到室內攀石場
位候選港姐昨日到室內攀石場。
。

■一班演員感謝觀眾支持
一班演員感謝觀眾支持。
。

為下月紅館個唱備戰
徐小鳳愈綵排愈緊張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李慶
全）徐小鳳將
於 9 月在紅館
舉 行 6 場 個
唱，昨日她於
錄音室進行綵
排，獻唱了國
語版《今宵多
■徐小鳳獻唱國語版《今宵多 珍重》。小鳳
珍重》。
姐笑言每次排
練也不一定駕輕就熟，反而會好緊張，加上團隊又
好認真，不過都是開心地緊張。
小鳳姐相隔兩年多再踏紅館，她透露今次準備了
50首歌送給樂迷，不過相信要篩選至三四十首，當
中大部分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歌曲，只有兩、三首是
其較冷門的歌，而小鳳姐亦會選唱其他歌手的歌，
包括陳百強、盧冠廷等。提到會否邀請嘉賓？小鳳
姐表示也希望邀請好友到來，只看他們誰人會想到
來。今次演出 6 場，小鳳姐表示會否加場就要看觀
眾的反應，至於巡迴演出？她笑說：「適逢其會
吧，我經常都香港、九龍巡迴中！」
最近許冠傑與譚詠麟正開騷，問小鳳姐會否去踩
場？她笑說：「如果畀我踩，我可以呀，我見到他
們的衫好靚，我都要跟他們鬥靚！」那安排了多少
套衫在演唱會穿着？小鳳姐幽默地說：「最少一
套！」記者指阿 Sam 和阿 Tam 都 5、6 套靚衫？她
即笑說：「兩個夾埋5、6套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19
位候選港姐昨日到室內攀石場接受
攀石挑戰，2 號庄嘉慧繼續因病缺
席，6 號杜愛恩就剛病好未有試玩，
18 位佳麗經教練調教後玩得似模似
樣，在攀石牆頂大擺甫士拍照。不
過 8 號陳靜堯和 16 號黃子桐攀石時
就手忙腳亂，更失手失平衡跌下，
幸沒有大出洋相。
事後，黃子桐（Rachel）笑稱沒有
刻意跌下來博出位，並稱練習時也沒
問題，但想不到正式攀石時會失平
衡，最後也努力再挑戰成功，她笑
道：「我完美地示範了教練教我們如
何避免跌落地時受傷。」提到今天會
穿泳衣公開見傳媒，Rachel表示近期

■ 陳靜堯起
初仍能單手
攀石。
攀石
。

已吃得清淡做準備，但就擔心自己體
重會反彈，她解釋道：「因為我參選
前有60多kg，試過腸胃炎一個月瘦了
10kg，懷疑是食物中毒 3 日入過兩次
醫院，所以現在都驚體重會反彈。」
陳靜堯就解釋失手可能是她太心急想
完成挑戰，有玩戶外運動的她表示平
時會有安全帶，令她可以勇敢地去
玩，但因攀石沒有安全帶提供，一時
心急下就差錯腳跌下來。
兩位個子矮小的佳麗 3 號梁致欣和
20 號鄧卓殷攀石時身手靈活，穿上
bra-top運動衣更凸顯腹肌線條。
兩位大熱人選 7 號丁子田（Sara）
和 14 號何泳芍（Honey）表現也不
俗，Sara 自誇運動細胞也不錯，因
平時有做運動如跑步、游水和打排
球等。見她嘴唇下方有疤痕要用化
妝品遮掩，她解釋兩歲時不小心仆
倒，因為沒有縫針就留下疤痕。問
到有沒有信心應付首次穿泳裝見
人，Sara 笑言今周沒有刻意減肥，
反而吃得更多，但會吃得健康和清
淡做準備。至於上圍出眾的 Honey
是否對穿泳衣見人沒壓力？她笑
道：「因為大家寫得太好反而壓力
大，自己有信心不是因為身材好，
因為每個女仔都好身材，只是自己
有做運動習慣和穿慣泳衣，可能不
會太緊張。」

拒答嘉穎婚禮改地點 黃智賢：峇里都好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思穎）黃智
賢前晚出席一間
意大利餐廳的一
周年晚宴，身為
鄭嘉穎老友的他坦
黃智賢
承將會出席對方婚
禮，至於是否由峇里轉到布吉舉行，
他便拒絕透露。他笑說：「這些不
答，留待當事人回應，嘉穎遲些會自
己公佈，都是高興事，（會否擔心峇
里有危險？）峇里地方都好大，應該
影響不到，我都準備好結婚禮物，但

保持神秘不作透露。」
當晚黃智賢是來試菜，講到入廚心
得，智賢表示這對他沒有難度，他表
示：「由 6 歲開始便到街市買餸，現
在屋企都由我煮飯，中西菜都懂得
整，最拿手是黑椒胡椒炒蟹，有時會
搜羅食譜試煮，由太太做實驗品，她
的幸福在我手上。不過慣常做簡單菜
式，複雜的便出街吃，自己沒有要求
太太下廚，她有時都會煎下扒，我對
她沒有什麼要求，最重要她懂得欣賞
我便足夠，不然她在廚房弄傷呱呱
嘈，咪又係搞到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