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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拔迪尼路讚是亞洲奇勒基寶

梁朝偉獲頒成就獎
劉嘉玲拉隊祝賀

■偉仔
從差利卓
別 靈 孫 女
Kiera Chaplin
手中接過獎項。

■偉仔夫婦與差利卓別靈孫女等人留影。

今年上 於海

香港文匯報訊 影帝梁
朝偉又攞獎了！偉仔近日成為
首位奪得「卓別靈電影人士藝術成
就獎」殊榮的亞洲影星，他到上海領
獎時表示，好開心來到人生這個階段能
夠拿到這個獎，感覺好榮幸。而劉嘉
玲得知老公獲得殊榮，特別送上驚
喜，安排偉仔的好友們到上海
道賀。

舉辦的「卓別靈電
影人士藝術成就獎」
（Chaplin Award）自 1972 年創立
至今，多年來頒發予不少演技出眾
的好演員，梁朝偉則是首位亞洲電
影人獲頒這項殊榮，認真厲害！
當晚，偉仔從差利卓別靈孫女 Kiera Chaplin 手中接過獎項。談及獲
獎感受，偉仔表示差利卓別靈是自
己小時候心目中一個好偉大的表演
藝術家、一位大師，所以好開心來
到人生這個階段能夠拿到這個獎，
感覺好榮幸。偉仔亦好高興連荷里
活影星羅拔迪尼路（Robert Antho-

■一班好友突然出現令偉仔好驚喜。

ny De Niro）也讚他是亞洲的奇勒基
寶。

嘉玲神秘送驚喜
偉仔太太、身兼經理人的劉嘉玲
得知老公獲得殊榮，特別送上驚
喜，一早安排好偉仔的好友們包括
鍾鎮濤與太太范姜、邱淑貞與老公
沈嘉偉、梁家輝夫婦、杜德偉夫婦
及上山詩鈉等神秘嘉賓到上海道
賀，嘉玲笑說：「我沒告訴梁生知
道，就叫了他的好朋友來到上海，
昨日待他做完訪問、影完相，再回
來換衫準備行紅地毯，一班朋友就
現身為他開香檳慶祝，梁生真的好 ■鍾鎮濤與
太太范姜、邱
淑貞與老公沈
驚喜！」
婦、杜德偉夫婦
嘉偉、梁家輝
及上山詩鈉等北
夫
上為偉仔道賀。

重展當年 MJ 造型 figurine

太太已懷孕三個月

劉德華怕操不回七塊腹肌

展鵬透露太太現在懷孕 3 個月，表示小朋友是仔或女都沒所謂，
說：「太太就想生仔，可能她覺得和我組織家庭後，要有個仔來傳宗
接代。」提到有沒有機會打孖來生孖胎，展鵬喜上眉梢道：「要幾個
月後才知，現在好似叫緊糊，說不定我都三年抱兩。」
展鵬大讚太太捱過懷孕初期的不穩定情況，而且她揀衣服叻
都沒被人發現她見肚。問到預產期是何時，展鵬透露在明年
4、5 月，決定會在香港分娩，陳媽媽知道後也很開
心，加上他有份拍的新劇押後到明年初才開工，近
期可以有更多時間陪家人。至於太太會否做全職媽
咪，展鵬稱會交由太太決定，但知道她也很想
工作，始終她只入行兩年，有很多工作未
嘗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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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渴望生仔

■展鵬坦言
得知要做爸
爸時，其反
應是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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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鵬默認奉子成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新婚不久的陳展鵬日前網上宣佈將
為人父，前晚他出席《奧比斯盲俠行起步禮》時笑臉迎人，坦言當知
道要做爸爸時，第一個反應是興奮、突然和喜悅，他更默認奉子成
婚。
展鵬笑稱很多朋友都問他，到底是有了 BB 才結婚，還是一個月就
中獎，他笑道：「你估真是機器？放啲嘢入去就跌啲嘢出來，是上天
賜的禮物。」展鵬稱造人成功過程「一額汗」，之前公佈婚訊其實已
有暗示給大家，他們是在英國影婚紗相時發現有喜，在籌備婚禮時同
時又中「六合彩」，但長輩都說不能公開，怕小朋友小器，所以他們
被迫要隱瞞。展鵬又多謝公司近月來對他們的體諒，說：「因為太太
仍算新人，不斷推工作和請假都沒人怪她，可能監製都知知哋，最怕
別人誤會她不想工作，現在終於可以講出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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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
匯報訊 甫推出
演唱會粵語主題曲
《My Love》的劉德
華，昨日再宣佈舉行同名
的系列活動 Pop-up Store。
除了展出華仔 2010 年演唱會精
選造型 1:1figurine 及部分華仔未公
開的畫作，並同時公開首批以華仔設計
「My Love」Logo製作的演唱會紀念品及
限量演唱會產品等，並優先發售。
由玻璃纖維製成的 1:1 figurine，展出了華仔
2010 年演唱會話題造型，當年華仔和 Y's -Yohji
Yamamoto 合作的潮爆、大秀腹肌的帥氣 MJ 造
型。談及選擇這個造型作為展出，華仔表
示：「當初是為了記者會而
做，沒想到大家反應很
■蕭正楠和
黃翠
如昨
好。所以就想在這段
日
再
期間能做多少就
情
侶
多少，將我多
年來，那些

大家覺得比較經
典的形象，可以
秀給大家看。第一
個完成的就是好朋
友 Yohji （山本耀
司）為我設計的這個
『MJ造型』。其實我們
第一次想了許多個造型，很
久前的『蟹爪頭』或者是帶中國
味道的造型。但我想這些在未來的日子裡，都有
機會再見到。但說到七塊腹肌，真的不知道將來
是否能讓大家看到。許多朋友或媒體問我今年會
不會秀腹肌，如果只得一塊就不要秀吧，我盡力
看看能不能成功恢復從前這樣的線條，再說囉。
大家可以先跟這個雕像合照，可以讓大家一起紀
念一下這七塊腹肌。」

■華仔稱會盡力
看看能不能成功
恢復從前標青的
線條。

華仔又表示設計師們以前多是製作超級英雄
的，「這次我們為了製作這個figurine花了將近半
年的時間。因為它不是雕塑，也不是蠟像。要小
心才可以達到一些水準，做得更接近我，表情、
輪廓、皮紋路、膚色都是製作上的難度。公司有
參與的同事也會說『眼神不對、皺紋不夠』。
哈，你看，連皺紋也有人講。從最初的一堆陶泥
到現在，我覺得在整個製作過程看到了真心。就
跟我的MV、演唱會一樣，找到愛啊！」
談到對目前演唱會的準備狀態，華仔說：「由
現在開始計算，應該還有大概一個月左右就是演
唱會了。所有的設計、排練都已經有一個雛形

蕭正楠做黃翠如
「代言」
人

周詠琁華鼎頒獎予「男神」

■翠如高舉男友名牌化
身粉絲支持。

了，最近一個月以來我不斷地練習，希望可以做
到完全不需要記的情況下去表演，這是一直下來
自己的需求，歌、舞蹈如果有做不到標準的，就
會統統刪掉。所以這個月會是去蕪存菁的時候。
也可能對自己的各樣的要求，所以一定會有壓
力。每次演唱會都是如此。」

皮紋路 膚色也講究

■周詠琁
周詠琁((左)夥拍黃智
賢(中)頒獎予黃景瑜
頒獎予黃景瑜。
。

香港文匯報訊 國寶級歌唱家周詠琁（本名周旋）
受華鼎獎組委會之邀，在日前舉行的頒獎典禮中擔任
頒獎及表演嘉賓，夥拍黃智賢頒發「最佳優秀男演
員」獎項予年前憑《上癮》一劇爆紅的內地「男神」
黃景瑜，並祝福他繼續在幕前發光發亮。其後，周詠
琁更在台上即席獻技，為大家演唱《今夜茉莉花》和
《絨花》兩首金曲。周詠琁表示：「感謝這麼多優秀
的影視藝術家給我們帶來那麼多精彩的作品，期待中
國影視越來越精彩、輝煌！」
翌日，周詠琁孖老公為其新馬首度出賽打氣。提及
馬匹表現？周詠琁說：「因為是第一次比賽，同場對
手很強，牠還有大量空間成長。之前牠曾在國外比賽
跑過第一，現只有兩歲多，算很年輕，相信牠還是很
有前途的。」

■偉仔成首位奪得
偉仔成首位奪得「
「卓
別靈電影人士藝術成就
獎」的亞洲藝人
的亞洲藝人。
。

■蕭正楠成功操肌
蕭正楠成功操肌，
，翠如都好滿意
翠如都好滿意。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蕭正楠（Edwin）、黃翠如
昨 日 情 侶 檔 出 席 《BT21
MEETS The ONE 冬日夢幻漫
遊宇宙》揭幕禮。失聲的翠如
在訪問時要靠男友「代言」，
在台上便強撐發聲，唱歌演出
便交由男友負責，而「講不出
聲」的翠如就搞笑地高舉男友
名牌化身粉絲支持，Edwin 笑指
對方是跟他多年的「狂迷」，
兩人相當合拍，為現場製造不
少歡樂氣氛。
翠如和 Edwin 在現場和粉絲
大玩遊戲，跳舞擺甫士和佈置
聖誕樹，翠如因近日天氣轉變
以致氣管收窄而失聲，訪問全
程便由 Edwin 代為發聲，問到
Edwin 豈非清靜不少？他笑說：
「向來唔係好嘈，只是會擘大
喉嚨嗌肚餓啫！」
早前翠如透露希望年底到芬蘭
看北極光，Edwin 謂：「拍緊劇
集《黃金有罪》至農曆年便煞
科，拍完就可以去，（翠如想年
底出發？）咁睇下請唔請到假，
芬蘭是要揀啱時間先得，會好浪

漫，否則便沒意思。」

想送車給女友
Edwin和翠如正忙着開劇，聖
誕未必見到面，但 Edwin 會為
女友準備一份特別的聖誕禮
物：「她的車都舊，想送部車
給她，但會先送她駕駛改進課
程，因她只揸細車，大車就唔
敢揸，所以要先改進駕駛技
術，課程合格才送車。或者她
先送車給我，讓我揸熟後教
她，哈哈。」翠如細細聲反
擊：「我送車胎給他。」
Edwin透露稍後要為《黃》劇
同秦煌、何廣沛有一場除衫戲，
之前特地瘦身，近十日的晚餐只
食兩條蕉充飢，「現在操到有四
嚿（腹肌），我本身是肥底，還
有兩天衝刺催谷，所以水都不敢
飲，濕下個口就算，（怕輸給小
鮮肉何廣沛？）我驚輸畀秦
煌。」翠如強調所有蕉都是由她
買，問她有否「驗貨」摸男友腹
肌？Edwin 即笑言每日有擺不同
甫士拍照，翠如已睇到悶，她都
滿意收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