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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歡樂滿東華
2018》將於下月八日舉行，昨日出席記者會
的有東華主席王賢誌、陳庭欣、韓君婷、羅
霖、黎燕珊及薛世恆等。羅霖昨日身穿紅
色低胸裙亮相，她透露當晚會與黎燕珊、
韓君婷等十多位歷屆華姐、港姐和亞姐齊
齊行catwalk，這次也算是破天荒幾個選
美活動的佳麗同台表演。羅霖笑言自己
已幾年沒行catwalk也有點生疏，不過大
仔都有興趣做模特兒，可以叫他來幫她
練習。
至於13歲細仔，羅霖指他最近情緒不

好，一來是處於反叛期，此外是因他從阿
姨口中得知爸爸劉坤銘就快結婚，所以有
些不開心。羅霖說：「仔仔有跟我傾開爸爸

快要結婚，他就說到快
哭了出來，自己也

替仔仔心痛，我會祝福他，但已經麻木了，自從早前到過
以色列之旅，會開始懂得開心迎接未來，只希望身邊朋友
健康快樂！」問她自己結婚的話，兒子會否更加不開心？
羅霖笑謂：「又不會，我會跟三個兒子同住，不會放棄他
們，我也跟自己說過如果另一半不接受我的兒子，就不可
能一起，而且我只望兩個仔大學畢業，之後才考慮感情方
面，現在感情孤單，我仍有三個兒子！」

陳庭欣拍《兄弟》周身瘀
陳庭欣表示入行八年，已經做了六七年東華司儀，今

次還會出外景訪問薛世恆和袁偉豪的飛車環節。她笑指
日前跟莊思明談起其男友楊明在TVB已經20年，自己
也快將拿到10年金牌了。另庭欣有份到英國拍台慶劇
《兄弟》外景，該部分即將播出，她指當中有一場跟十
多位外籍人士對打的場面，拍攝時要化妝看似周身瘀
傷，沒料到落妝時，發現身體有多處是真的瘀青了一大
片。

香港文匯報訊本年度的「澳門國際影展暨頒獎典禮」即將於12
月8日至14日舉行，本屆的影展明星大使郭富城已急不及待作出他個
人的心水選擇，在眾多參展片中推介個人最期待電影。
作為影展大使，郭富城今次親身參與創製了一段短片為影展宣傳。他
說沉浸在不同的電影故事與拍攝技巧下，往往帶給他無盡的演戲與創作
靈感。對於今屆影展，郭富城表示最吸引他的是影展重點項目「競賽
單元」，因為在這環節上各國新晉導演將各展所長，拿出自己最精彩
的創作參選，競逐殊榮。處身眾多出色電影與電影人之中，郭富城
表示非常期望能在影展上與不同的優秀同業交流，一同分享進
步。
除了電影，郭富城不忘推介他鍾愛的澳門美食。在眾
多美食之中，郭富城還是偏愛食之不厭的葡撻及
火鍋，這兩種食物是他每次來澳門都不會

錯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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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霖細仔知爸爸再婚爆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謝霆鋒的新一輯《鋒味》
節目已經播出，頭站邀得林
依晨擔任嘉賓，在俄羅斯聖
彼得堡拍攝。今次霆鋒會帶同
嘉賓走入當地人屋企的廚房煮
食，霆鋒表示：「過去大家都
說『鋒味菜』看得到吃不到，而
且觀眾每次看我做菜，都是在專業
廚房環境中，所以我才有了這樣的想
法。」
拍攝團隊安排林依晨扮成餐廳waitress整蠱

霆鋒，要她拎住杯印有唇印的咖啡給霆鋒，
霆鋒望見杯邊唇印愕然了一下，迅即醒目地
知道玩整蠱，很快便拆穿，弄得林依晨勁冇
癮，隨後兩人便去逛跳蚤市場、書店，又去美
食展試食魚子醬，然後，再到當地人韋達勵屋
企煮食。霆鋒到達後即進廚房施展廚藝，他用
黑俄羅斯雞尾酒mix自己獨特配方，烹調出具
中國特色的牛肋骨；林依晨亦不甘示弱，用中

國同俄羅斯的代表
食材，煮出一味
中西合璧的「炸醬
薯蓉」。二人一邊煮
一邊傾偈，霆鋒就透露
當初煮嘢食係為了改善同父母關係，
「我以前是個宅男，話很少也很自閉，
接觸烹飪之後，自己和身邊人的溝通、
和父母的溝通愈來愈多，也愈來愈親
密，跟父母多了一個平台去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黃心穎前晚穿紅色低胸裙
出席商場聖誕亮燈活動，大展
歌喉的心穎更獲兩位小朋友獻
吻。今年台慶頒獎禮只獲「最
佳女配角」和「最受歡迎電視
歌曲」提名的心穎，表示雖然
是最少提名的一年，但反而較
開心，說：「因為以前覺得自
己無機會當陪跑，今年就對角
色有信心，有少少機會爭，信
心不是好大，但對自己的演出
滿意。」
笑指她在《深宮計》中與男
友馬國明一起演才投入，心穎

笑住否認，解釋因為角色寫得
好，而外界反應都不錯。提到
馬國明有份入圍爭視帝，同劇
主角馬浚偉卻冇份提名，心穎
說：「他都說今次不是最主角
的一次，所以都看得好化，我
已經投了他一票。」是否也叫
馬明投票給自己？心穎笑道：
「不用叫吧，如果他投第二
個，我就要想下點應付。」至
於會否得獎後相約一起慶祝，
心穎稱頒獎禮舉行前後仍要開
工拍新劇，就算有獎都是簡單
地吃餐飯，獎項對每個人有不
同的價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楊盼盼之前在
馬來西亞拍攝電影《大地回春》一場火燒戲意外
受傷，昨日她出席記者會，顯得相當精神，且臉上
沒留下燒傷的疤痕。盼盼姐笑着表示康復得非常好，
受傷後休息了十多天，盡情吃盡情享受與朋友相處的
時光，電影公司對她又照顧周到。盼盼姐憶述意外發
生經過：「當時拍戲中我先生羅家英從火場拉我出來他
卻被燒死的戲，但拍攝時下雨地下積滿水，我的長褲子
和鞋都濕透，而我後面站着20多位沒拍戲經驗的老人
家！」盼盼姐續稱：「我要讚自己個心善良，也是上天
安排，我又做過特技人，亦知導演要拍三個鏡頭需要很
長時間，所以去提醒大家如果火燒時覺得熱不好向後
退，否則會人踩人，最好是兩邊散開。到正式拍攝時，
我在培養情緒哭着，大家在片中就看到有個人跌落火，
被火堆蓋着的就是我，也看到一條藍色的火包圍着老
人家，燒到兩層樓高，一班老人家向兩邊散開，當火
燒到我面前我自己轉身，但因我的
股骨已經壞死，其實早要開刀，
那時我轉不到身就跌下來，心想
這是一場災難，幸好戲中弟弟
黃俊離開了也回來抽起我離
開，當時不過是幾秒間
的事！」盼盼姐萬幸
其褲子和鞋子也

濕透，下身
只 燒

傷腳眼位置：「不過我右手有百分之三 十燒
傷，當時燒爛了嘴、眼、鼻、眼眉和睫毛，而在
治療時，右手本被燒到摺起，但我亦勉強把其張
開，血水就不停滲出！送院後醫生說我要三星期才能
見得人，但我自理得好，一兩星期已經可以見人，也
沒留下疤痕！」

好大鑊險回不來
盼盼姐感恩地說：「這場災難其實自己好大鑊，差點

返不到來，都是上天保祐！」對於賠償的問題，她表示
自己沒有要求過，因為今次電影公司是很有心給機會新
人，但畢竟有30多位老人家受傷，電影公司都有全力醫
治老人家並作出善後。受傷後的盼盼姐仍不忘問導演夠
不夠鏡頭，導演指該場戲拍出來的效果很好，不用再補
戲，電影並安排於明年一月賀歲檔在馬來西亞放映。
現沒有留下疤痕，但是否需要再去造美容療程？盼盼

姐笑說：「美容師見了我說什麼也
不用做！」至於今次在東華中又
是否有危險動作表演？她笑指今
次只做導師指導大家做些高難
度動作，她說：「其實做任
何演出也會有危險，即
使像我之前也是拍文
戲，也一樣燒傷
了！」

經歷火燒親證面沒留疤

楊盼盼多謝上天保祐

黃心穎有信心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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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勤偷雞去
「Sex Museums」

參觀。

■■克勤愈唱愈克勤愈唱愈
HighHigh。。

■■李克勤感恩節開騷李克勤感恩節開騷，，好似過年一樣咁開心好似過年一樣咁開心。。

■■陳百祥見到楊盼盼陳百祥見到楊盼盼((左左))沒沒
事事，，也十分安心也十分安心。。

■■林依晨林依晨 ■■謝霆鋒謝霆鋒

■韓君婷、羅霖、黎燕珊及薛世恆等出席《歡樂滿東華2018》記
招。

■陳庭欣表示
入行八年，已經
做了六七年東華
司儀。

■■黃心穎獲黃心穎獲
兩位小朋友兩位小朋友
獻吻獻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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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的兩場演出可說是「體力」大考
驗，要在24小時內唱兩場，第一場

是凌晨開唱，之後緊接翌日下午二時，克
勤謂幾乎是沒有睡，躺上床兩小時就又起
來上台，體力上是有點透支，不過上台後
音樂一響就如打了針一樣，一直唱唱唱不
停。

感恩節不停安歌
適逢是感恩節，克勤笑謂感恩節在美國
是非常大節日，所以觀眾當農曆年一樣，
送花送禮物之餘，還有人送利是，現場氣
氛又非常熱烈，兩場觀眾都賴着不走，不
停求他安歌再安歌，「真係好多謝
班歌迷咁熱情，去到咁遠知

道有好多人鍾意自己的歌，真係一件令我
覺得好感恩的事，所以這個感恩節過得好
有感覺。」
演出之餘，他趁一日空檔去了紐約行

街，先是到雪茄店見識，買了不少不同品
牌雪茄，又去了玩具店買禮物畀家中兩老
闆，途中見到一間「Sex Museums」，他
與同事同行，心想外國人這麼開放，於是
三人抱着大開眼界學海無涯，但只是鹹濕
的心態就進去看看，結果是跳到一身汗出
返來。

巨形膠波波跳到出汗

問到克勤為乜Sex Museums會跳到一身
汗？難道裡面有靚女陪跳舞？克勤笑謂：
「講你都唔信，入去行咗兩層，全部係一些
古董名畫，畫上裸女裸男，重要係得線條嗰
種抽象藝術畫，全部都係講歷史。十七蚊美
金入場，正當我們開始呻笨，行到館內一個
神神秘秘的地方，寫明要年滿十八歲先可以
內進，要另加三蚊門票之外，重好嚴格一定
要我們出示護照證明。如此嚴重想必有好嘢
啦，所以特登出返去上車拿護照，抱着好期
待心情入去，原來是我兩個仔由細玩到大的
吹氣彈彈堡Bouncy Castles！不過造型由好
多巨形膠波波(乳房)做，於是我們唯有入去
像大細路一樣跳跳跳，跳完笑完一身汗走

人，哈哈！！」

金 神 體 育 館 演 唱 兼 留 名 星 光 大 道

克勤克勤搞到標汗搞到標汗
紐約見識性博物館紐約見識性博物館克勤搞到飆汗
紐約見識性博物館克勤紐約見識性博物館

搞到飆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李克勤在美國拉斯維加斯的Mo-

hegan Sun(康州金神體育館)舉行兩場「李

克勤成立三十周年世界巡迴演唱會」已完滿結

束，過往他多次在Mohegan Sun演出，每趟都買

個滿堂紅，座無虛席，因而打入當地的演出名人榜，

故今次大會更特別安排他於Mohegan Sun的 Fame

Walk上留名，並由他親自主持留名星光大道的揭幕

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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