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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前妻懷孕喜訊充耳不聞

當街派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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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 話測試人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黎明昨日以公益金名
譽副會長身份到中環皇后像廣場出席公益金 50 周

■樂基兒在微隆
的腹前擺出心形
手勢。
手勢
。

預產期明年復活節

T 恤牛仔褲，架上墨
黎明（Leon）穿上大會
鏡到場，他上台即笑說：「係咪要學前輩

樂基兒有意水中分娩
樂基兒
有意水中分娩

做嘢時除下太陽眼鏡？」他除下墨鏡續說：「 前輩交
棒給我們，上山下海籌款，我和香港市民一同經歷了好長
時間，公益金是龐大團體，我都曾經是新人，今年是公益金 50
瓜起月展，心情不錯的他更向現場途人大派
周年，我會和它一直行下去，為香港盡一分心意 。」
朱古力金幣，其間引來一陣混亂。當
當剪綵儀式結束後，Leon聯同其他委員向現場市民派發朱古力金幣，
一起分「金」同味， 當Leon行近人群時，大家一湧而上，Leon即時金句王
問到前妻樂基兒宣佈有喜，會否送
上身說：「 我是測試人性」 ，便繼續派完手上的金幣為止，沿途被大
恭喜？黎明充耳不聞，未有接
批市民包圍，一度引來混亂，記者把握機會問到會否向宣佈有喜的前
受傳媒訪問，便上了大會
妻樂基兒送上恭喜？Leon 充耳不聞，未有回答便上了大巴離開，原來
Leon要繼續到灣仔、銅鑼灣區派朱古力金幣，由於現場人太多，Leon便
安排的大巴。
在大巴上派發給大家。

年慶祝活動。當爸後的黎明看來身形更弗，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38 歲樂基兒（Gaile）去
年 8 月再婚，下嫁圈外男友 Ian，婚後一年多已造人成
功，日前她在社交平台公佈喜訊。Gaile 公佈懷孕後昨晚
首度曝光出席活動，腹部微隆的她穿上白色裙，腳踏兩吋
斗零踭長 boot，更在腹前擺上心形手勢給記者拍照，心情
靚絕。祝酒儀式時，她就以水代酒。
Gaile 透露已懷孕 4 個月，預產期在明年 4 月底，會是一
個復活節baby。首次懷孕的她表示和老公心情都很緊張，
其實由暑假開始已經做準備，生活很規律，減少夜蒲，保
持充足睡眠和運動，減少飲酒，所以這次不是意外懷孕。
她又指昨天才看過醫生，下周便知道 BB 性別，在懷孕初
期有少許嘔吐現象，但自己吃得很清淡，至今只重了
2.5kg，但看上去像老了和脹一點，陀B後身體不停都有變
化，會感到頭痛，自己已盡量多飲水。問到會在美國或是
香港分娩？她表示：「還未決定，但就希望順產，之前看
過一些片，有意在水裡面分娩，感覺較為舒服，又會有人
按摩，一切尚在考慮當中。」

陳柏宇不信抱女練大隻
同場現身的其他歌手還有陳柏宇 、湯駿業、 葉巧琳 、黃妍，湯駿業
表示：「中學時期行過一次百萬行，當時要拿着募捐表格叫大家捐錢，
但沒想到時隔多年可以有機會參與公益金 50 周年活動，別具意義和感
動。」陳柏宇因不是在港讀書，所以未有機會參與過百萬行 ，有了囡囡的
他都想帶女兒來行百萬，他笑言：「BB 的威力很厲害，更容易呼籲大眾捐
款， 有幾多畀幾多。」問到有否乘機與黎明分享湊女經？柏宇即說：「 因
Leon的氣場太犀利 ，又有型，自己不敢上前打招呼， 過去在一些活動上都有
見過面 ，算起來已經是6、7年前的事。」有指Leon手瓜起月展大抵是經常抱女
有關，柏宇經驗所知：「抱女好難會大隻，應該是操練得來 。」 湯駿業羨慕
說：「Leon胸口脹卜卜的。」說到剛才派朱古力金幣時現場有些混亂，柏宇
說：「沒有驚 ，很開心是一份福氣，派的人有福，接的人一樣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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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請教黎明哪處買BB鞋
Gaile 覺得生女的話，會跟她較親近，可以教囡囡化妝
扮靚，反而不懂同囝囝打機，但他們兩夫婦都着重 BB 身
體健康最重要。問到老公如何獎勵她？她笑說：「老公很
支持我，陪我看醫生，精神上的支持好重要（計劃生多少
個？）未知一步步來，但仍會繼續工作，下周便會出版自
己的烹飪書， 但都在家做沒有影響。」說到曾經隆胸的
她會否影響將來哺餵母乳？Gaile 謂已是很耐的事，現在
科學昌明不會有影響。
提到前夫黎明被問到會否送上恭喜時，卻沒有任何回
應，Gaile 表示：「 That's OK，不可能預計每個人都會
答別人的問題，（互相交流湊女貼士？ ）我之前已進修
產前護理班，明年更會出書，我學到兩點 No，家長之間
不可比較，也不會問人太多意見，要信自己。或者會問
BB女的鞋在哪處購買， 但不會問他如何湊B。」

■黎明特地除
下墨鏡致辭。
下墨鏡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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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城宣傳澳門影展支持電影業新力量

■八和會館主席汪明荃及成都市川劇研究院院長
雷音出席活動。
雷音出席活動
。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四齣折子戲輪流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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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四 川 戲 曲 文 化 匯 演

汪明荃期待兩地更多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毅儀）第三屆
「澳門國際影展暨頒獎典禮」將於下月 8
日澳門舉行，主辦單位昨日於澳門舉行記
者招待會，宣佈本年「焦點影人」為內地
女演員姚晨，而韓國女星林允兒（YoonA）將加盟成為明星大使。本屆影展明星
大使為郭富城，他本身在韓國拍攝電影，
特地向劇組請假，親赴澳門出席記者招待
會，與主辦單位一同推動影展。
城城表示深感榮幸能夠擔任本屆澳門影
展明星大使，亦非常期待 12 月於影展上和
另外兩位明星大使進行中西影業的文化交
流。對於澳門影展大力支持新導演，城城
表示：「我一直很支持電影業新力量，相
信行業需要健康發展，吸納更多有志向的
新人入行，為電影業帶來更多新意念、新

演出，她相信經過這次戲曲文化上的交流，未來將會有更多文化
交流的演出，因為四川好歡迎過去香港曾經對他們的協助發
展，所以未來都會於電影界方面包括人才、技術、演員、
新人及學生交流上加以聯手發展。
另談到金庸將於下周一舉行喪禮，阿姐表示由於
本月 10 日至 14 日要跟隨特首訪京團出訪，應該
未能前往悼念，要是在港她則一定會去懷念
對方：「因為金庸是香港的一個寶，他
一生幾十年在香港做了很多大事，包
括文化界、政治上，又辦過報紙，
他更參與起草基本法，好多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港
多事情，很多很多的事情，
台昨日舉行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記者
他是代表了香港數十年來
會，但卻未見一線歌手撐場，只得 8 位歌手
的一代人！」
包括許廷鏗、胡鴻鈞、鄭欣宜、JW及陳柏宇等
出席，而大會公佈今年將新增「最佳中文唱片
獎」，以及有10位歌手主唱今年主題曲。
談到未見一線歌手出
席，許廷鏗帶笑說：「如
果講 Size 我們也不差，其
大貢獻的名伶及各行當的年青新一代。
實都明白，大家各有各
以嘉賓身份來支持的阮兆輝，坦言自己
忙，而且今年主題曲是我
在業界多年，與各方友好都有關係，為免
們有份唱嘛！」提到他跟
有衝突婉拒擔任獎項評審，他稱頒獎禮主
胡鴻鈞已屬不同唱片公
要扶持業界新一代，也高興近年有更多學
司，今年將正面交鋒？許
生投身粵劇界，說：「近年學校都花不少
廷鏗即扮港姐向胡鴻鈞鬆
功夫，學校重視粵劇藝術發展，家長就自
踭，更笑言同公司時都在
然會支持。」早前輝哥透露正與英國學校
爭，但之後二人齊聲表示
合辦粵劇評級試，他表示現已開始接受報
大家不會鬆踭，只會做
■胡鴻鈞
■許廷鏗 「兄弟」。
名，預計年底就會公佈詳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香江蜀韻 梨園生輝》港蓉戲
曲匯演昨晚假油麻地戲院舉行，由香港八和會館及成都市川劇研
究院主辦，分別由名伶羅家英、南鳳合演粵劇《關公月下釋紹
蟬》及梁兆明與新劍郎合演粵劇《斬二王》之〈金殿〉，另由王
超、王華茂、虞佳等合演川劇《逼侄赴科》及王玉梅與彭凌合演
川劇《秋江》共四齣折子戲。在演出前，由八和會館主席汪明荃
及成都市川劇研究院院長雷音上台致辭。
八和主席汪明荃受訪時表示，香港跟四川的關係密切，過去汶
川大地震，香港也給予了很多的支持，特首亦曾經去過四川探
訪，而今年四川省委書記彭清華亦是中聯辦前主任，對香港甚為
熟悉。阿姐指在政府層面上，已經講了很多有關經貿上的合作，
所以今次是四川方面回訪香港及澳門。阿姐又透露，前日進行了
一個簽署儀式，由四川電影廠與香港演藝內地發展協進會合辦電
影項目，至於昨晚的屬於文化戲曲方面，是川劇與粵劇上的交流

許廷鏗因爭獎
向胡鴻鈞鬆踭？

刺激。」城城亦特別期望看到新競賽單元
《新華語映像》中的電影《誰先愛上他
的》，他表示：「《誰先愛上他的》入圍
八項金馬大獎，題材又特別，我也十分期
待欣賞！」

黃芷晴否認母壞血病復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黃
日華女兒黃芷晴昨日穿上 Deep V
露背，露出事業線性感婚紗行騷。
提到媽媽梁潔華近日被傳壞血病復
發，芷晴否認其事。
說到近日她因擔心媽咪病情，和
男友拍拖時愁眉不展，她表情淡定
說：「也忘了這張相是什麼時候
影，不過媽咪沒有復發，只是每星
期一至兩次到醫院覆診，因她的病
血指數比平常人不穩定，所以要定

阮兆輝喜見學校重粵劇發展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吳文
釗）阮兆輝、
盧海鵬、高志
森等人昨日出
■阮兆輝
席《香港粵劇
金紫荊獎遴選及頒獎禮》記者會，公佈將
頒發「優秀年青演員獎」、「優秀新編劇
演出獎」、「最具人氣演員獎」及「金紫
荊成就獎」，授予對粵劇發展和傳承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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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芷晴

期給醫生檢查指數。現時媽咪情況
好穩定，但醫生指她抵抗力比正常
低，若然染上感冒發燒便會影響指
數升高，所以暫時沒有工作在家休
養，可能她粵劇界朋友發覺她有兩
次大型演出都沒有出現才擔心起
來，始終媽咪不宜到人多地方，加
上粵劇的戲服很重，我和爹哋都不
想她太操勞。」
有指黃日華減騷陪太太，芷晴表
示：「也沒有，他都很忙，（這個病
會否完全康復？）要問醫生，但一路
會檢查指數，這個病五年就進入穩定
期，也差不多過了五年，（媽咪情況
穩定先考慮結婚？）都會，對我來說
結婚未必控制到，會有很多難題，因
身邊結了婚的朋友都叫我考慮清楚，
還是等媽咪身體好些再說，但我日前
穿婚紗只是試身，並非外間所指結婚
沖喜。」說到黃日華對未來女婿開綠
燈，願意將女兒嫁給他，芷晴笑說：
「咁順攤，咁就好啦，其實父母給我
很大自由度，平時很少過問我感情
事，（已揀咗對象？）不知道，和男
友發展了一段時間，希望他是真命天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