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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袁偉
豪、張寶兒、黃致豪、黃長發、謝東
閔等人昨日到珠海參加《新春開運
Kart車慈善賽》，有玩小型賽車經驗
的袁偉豪（Ben）笑稱女友張寶兒也
不是「魚腩」，早年曾於女子賽事中
奪得獎項，不過就以車撞對手聞名。
擁有兩三年小型賽車經驗的Ben，

表示今次慈善賽對手很強，視黃致豪
為最大勁敵，因對方出名開車快。至

於有沒有機會與女友同場比賽，張寶
兒則表示要各自在賽事奪冠才有機會
參加混合賽。提到曾在女子賽中獲
獎，寶兒表示開車時會抱平和的心
情，專注賽車不會多想其他事，也多
得男友嚴格教授她駕駛技術。農曆年
Ben與女友都有向雙方家長拜年，笑
問有否被長輩催婚時，Ben說：「聽
到最多就是下年到我們派利是，又借
意叫我食糖蓮子，年生貴子。」Ben

與寶兒都明白催婚是過年必然的話
題，他們仍會跟着自己的計劃去走。
最後贏得男子組冠軍的黃致豪，表

示從小就熱愛賽車，志願是要做一名
賽車手，有F3賽車經驗的他表示成家
立室後已轉玩小型賽車，因安全問題
太太也禁止他參加電單車賽。弟弟黃
長發也大讚哥哥技術一流，從小到大
都未曾在賽車場上贏過對方。

拜年見家長被催婚 袁偉豪食埋糖蓮子

香港文匯報訊 王祖藍最近擔任電台節目嘉
賓，除多了新晉導演這個身份，更於年前當了
新手爸爸。節目中，王祖藍剖析當年被老婆李
亞男拒絕而傷心三年，及後因緣分而重逢再決
定在一起的經過，更揚言無懼到內地工作會惹
上狂蜂浪蝶，全因有自知之明及信心。
王祖藍2006年透過藝人之家認識太太李亞

男，他直言決心追求亞男除了因其美貌外，自
己心裡亦很希望有個很乖的伴侶管束自己。
縱然二人的條件及背景確實有別，追求亞男

也沒有勝算，但王祖藍強調對方好到值得自己
去努力：「我有想過我們不般配，她那個年
紀，一定是喜歡王力宏那種俊男，怎麼會喜歡
我呢？通常男生不敢追一個女生是因為怕瘀，
沒有勝算的話一個男生是不會追一個女生，但
我覺得她已經好到一個地步我是不怕瘀，所以
就追她。那次被拒絕我是喊到停不到眼淚，我
是有心理準備失敗，我不介意面子，但仍然會
傷心，因為真的很喜歡她，她差一點就跟我一
起。」

相隔3年再續前緣
3年後，二人卻巧妙地因緣分而再次走在一

起，祖藍自覺是神的安排：「後來教會有個
Trip請我們去美國，我當時很害怕，因為花了3
年忘記她，但為什麼又被安排這個Trip，讓我
跟她一起去呢？我記得當時我還去找樂小姐，
推薦亞男去參加《舞動奇蹟》，其實我是想支
開她。本身她都答應了去《舞動奇蹟》，但誰
知有天她起床一落床就拗柴，3個月不能跳舞，
所以她就去教會那個Trip。既然3年來大家都喜
歡對方，就不是衝動，認識的更是真正的對
方，所以就決定在一起。」
新婚不久，祖藍便要到內地拍劇三個月，當

時更有傳太太因此情緒出現問題。被問及會否
怕在內地惹來狂蜂浪蝶，祖藍直言有自知之明
及對自己有信心：「傻啦！我不會騙自己，一
來我自己是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我去哪裡她
都知道的，我身邊的同事都很疼亞男，也不會
放過我的。就算真的有這種女生來電我、Flirt我
兩句，你不要當我是小朋友，我已經過了那個
年紀。唔通貪我靚仔咩？你對我有興趣，唔通
因為我有才華？我跟亞男十年感情，怎會因為
一個眼神，就好像找回了青春一樣？另外就是

我會確保自己的婚姻沒有問題，如果覺得老婆很悶，經
常吵架，回到家都已
經沒了浪漫，感情轉
淡，才會有機會找婚
外情，所以我跟亞男
之間會懂得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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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李佳
芯（Ali）昨日出席新春活動，為醒獅點
睛。她表示新年難得沒劇開，可以休息
充電，到昨日初五才開工。
Ali本來打算請教馬國明如何買靚

桃花，不過新年過了也沒見過對方，
故也親自挑選了一棵放於家裡廳中，
每日亦於桃花下兜幾個圈。談到她肖
狗今年旺桃花，Ali笑言桃花包括人
緣，多觀眾接受自己也開心，所以愈
旺桃花愈好。那旺桃花會否與男友陳
炳銓拉埋天窗？她笑說：「結婚或生
小孩方面是零計劃，應該沒這麼大驚
喜給大家！」Ali指其實往時舅父會
催她結婚，但近年家人都不再催促，

即使男友家長同樣沒催婚，她笑說：
「其實應該是催他不是催我！」新年
有否去男友家拜年？她表示有跟男友
家人一起吃飯，都沒講這些問題，幸
而自己也沒這方面的壓力，可能家人
都已經放棄了她。

李佳芯每日桃花下兜幾圈
香港文匯報訊 胡琳（Bianca）
日前夥同主持蘇可欣與王鎮泉拍賀
年專輯，齊齊DIY豬年拼貼畫。首
年以人妻身份度歲的Bianca不時搞
亂檔用錯工具，要NG重來，拍攝
期間還透露其婚禮所用的花球乃親
手製作，捨不得拿去拋，竟以花女
手中花球代勞。
Bianca第一年以人妻身份派利
是，笑稱感覺好得意，因會換上另
一個姓氏的利是封。她喜歡買揮春
掛於家中，還會與另一半一起佈
置：「係樂趣。（會大吃大喝？）
現在食好啲，以前計算卡路里，現
在有位鍾意食嘅另一半，會一齊下

廚。（想生豬B？）以前家人會催
婚，現在催B，結婚之後就開始
催，我諗我未必生豬B，今年工作
都忙，而且現代人鍾意生之前要調
理下，以前啲人高產量。（妳想高
產量？）真係冇諗。」

胡琳坦言無打算生豬B

蔡卓妍近年在電影上的成績有目共
睹，踏入豬年，好消息停不了。前

日日本第14屆大阪亞洲電影節正式公佈
入圍名單，主競賽的14部作品中3部是
香港電影，包括黃秋生主演、陳小娟執
導的《淪落人》，阿Sa主演的《非分熟
女》等。
對於喜訊傳來，阿Sa大表雀躍：「恭

喜發財！好開心呀！每次知道自己有作
品可以入圍任何一個電影節都覺得好開
心，同埋今（前）日係年初四，聽到呢

個消息好似收到一份新年禮物！」對於
獎項，阿Sa向來抱以隨緣態度：「獎項
唔會估到，每次收到劇本，我只會諗點
樣做好角色，希望套戲大家都鍾意，我
就最開心！」
之前憑《雛妓》在大阪亞洲電影節獲

獎，阿Sa遺憾未能親身領獎，這次若
有機會，她也想飛往大阪感受觀眾的
熱情，「每個影展我都想參加，今次
《非分熟女》導演曾翠珊係一位女
導演，佢亦係一位比較新的導
演，好開心見到香港愈來愈多女
性導演，希望佢可以憑呢套戲攞
到好多好成績，支持香港新導
演！」

皮膚出事萌推自家護膚品
阿Sa在豬年除了會在電影工作上繼

續努力，更首次踏足商界，正式成立自
己的護膚品牌。萌生這個想法，全因年
前她的皮膚突然出現問題，用遍了坊間
著名的面膜急救，最終發現有些有效，
有些卻會令皮膚更差。阿Sa說：「去年
突然有這個想法，其實我的膚質一向都
不錯，但去年可能因為免疫力或其他因
素影響，突然間皮膚變得很差，很容易
過敏，而且生了很多粉刺，於是不停地
試，試到一些護膚品真的讓我痊癒了，
也介紹了給其他朋友，大家都覺得很不
錯，於是便萌生了這個念頭，就跟一個
來自外國的護膚品牌成為合作夥伴，先
推出面膜。」今次先小試牛刀做網上生

意，阿Sa決定將自己用過的好東西介紹
給更多人，再加上有一位皮膚科醫生好
友及一位從事護膚品工作20年的好友相
助下，三人決定一起向護膚品生意發
展，這也是她從
商的第一
步。

豬年伊始 開心事浪接浪
恭喜！恭喜！豬年伊始，蔡卓妍（阿

Sa）急不及待向大家公佈喜事，就是她的

「BB」出世啦！阿Sa今年將進軍商界，

推出自家品牌面膜。踏入豬年，阿Sa在電

影上也傳出好消息，憑新片《非分熟女》

入圍日本第14屆大阪亞洲電影節主競賽名

單。電影方面，阿Sa會繼續努力，她今年

的目標是希望盡量能拍好3套電影和2

套劇集。阿Sa也在此祝香港文匯報

的讀者豬年大吉大利，龍馬精

神。她自己的新年願望是可以

放多些假去玩，但是都不會

影響收入！ 「BB」出世啦！

■阿Sa早已準備好開工利是。

■祖藍(右)透露當年
被李亞男拒絕而傷心
三年。

港賀歲片票房《銃夢》暫稱冠
《廉政風雲》破1500萬守第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踏入豬年，香港電影票房有不俗
的收入，多部賀歲片也見好成
績，當中以大年初一（2 月 5
日）上畫的兩部香港賀歲片均報
捷，由劉青雲、張家輝、林嘉欣
及袁詠儀攜手合作的《廉政風
雲 煙幕》以397.4萬港元成為單
日票房冠軍，截至年初四（2月8
日）累積票房收1,505萬元穩守
第二位；由占士金馬倫（James
Cameron）監製的《銃夢：戰鬥
天使》初一開畫收391.6萬排第

二位，但累積票房收1516萬元躍
升榜首；周星馳自編自導的《新
喜劇之王》，初一上畫收 386.3
萬，單日排第三位，累積票房
1,275萬元則排第四位。
至於累積票房第三位的是農曆

年前上畫的合家歡電影《馴龍記
3》，上畫9日累積票房1325萬
元。另外三部香港賀歲片排5至
7 位，彭浩翔執導的《恭喜八
婆》上畫8日收916萬元；林敏
驄執導的《如珠如寶》上畫8日
收779萬元以及王祖藍初次執導

的《你咪理，我愛你！》上畫9
日收647萬元。

周星馳不敵吳孟達？
另內地票房榜方面，周星馳掛
帥的《新喜劇之王》成績遜色於
過去作品，上畫4天（截至2月8
日）累積票房收入為4.8億人民
幣，僅排在第五位，反被開畫排
在其之後，由吳京及吳孟達主演
的《流浪地球》迎頭趕上，4日
累積票房跳升幾級收接近12億元
成為內地票房總冠軍。

■■《《廉政風雲廉政風雲煙幕煙幕》》票房報捷票房報捷。。

■周星馳的《新喜劇之王》成績遜色於過去作
品。 資料圖片

■胡琳DIY豬年拼貼畫。

■張寶兒指男友袁偉豪嚴格教授她
駕駛技術。

李佳芯李佳芯

■《非分熟女》入圍大阪亞洲電影節競賽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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