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吳業坤（坤哥）昨日為商台
節目擔任嘉賓，老友田蕊妮到來
替他打氣並參與坤哥演唱會宣傳
片拍攝。坤哥最近以「饑饉之
星」到過約旦進行探訪，其間就
有報道指舊愛趙慧珊（Aka）要
求與他復合，坤哥表示人在約旦
時聽到傳聞，但這非事實，報道
刊出的合照亦是舊照，不過坤哥
仍指彼此是好朋友。他對於Aka
被指主動求復合感不值，他說：
「我對她不住，應該寫我要求，
這樣我會安樂一點，不想看到對
她帶來負面的感覺。其實她想找
我，寫短訊便可以，大家平時亦
有來有往，我出碟，她會給我加
油，她生日，我也有說聲生日快
樂！」
坤哥坦言跟Aka交流音樂最

多，尤其她唱的新歌很有水準，
更有人說她唱得有彭羚的影子。
他又會否想成為林海峰呢？坤哥
直言自己沒那麼好口才，唱歌和
拍戲尚可以，他表示看到同期一
起出道的朋友，每個人都做到想
做的事，亦心感安慰和高興。跟
Aka可有空間發展？坤哥回應
說：「緣分事說不定，目前就沒
發展空間，大家都在為事業衝
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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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Aka求復合
坤哥話沒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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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
思穎）麥美恩昨日穿上低
胸短裙出席生活護理品牌
活動，她即場炮製沙律。
事業上漸有成績的她，多
了不少品牌邀請，她謙稱
收入穩定，早前更抽空請
父母到泰國旅行。
上月底是她的 31 歲生

日，父母從加拿大返港一
起慶祝，她表示當晚很開
心，有一班朋友一齊慶
祝，又收到實用禮物。她
在社交平台示意收到花，
問到是否緋聞男友許文軒
（Edmond）所送，她說：
「間接關佢事，這份心思
是烙印（駱胤鳴）同另一
半想出來，代Edmond送
給我，於是影吓相玩競猜
遊戲。」Edmond則送她去
水腫棒棒，她甜笑說：
「好窩心，佢知我經常緊
張水腫問題，可以用來碌
塊臉，他很體貼，當晚他
也在場食飯慶生，我上年
生日都有一齊，已經不是
第一年見我父母，（父母
對他印象如何？）幾好
笑，幾得意，
（已過關？）我
父母沒有所謂，
他 們 見 到 Ed-
mond在私下和
工作上都很支持

我，覺得他值得交朋
友，（作為男友又如
何？）他們沒有問，但
會把我們的緋聞用來講
笑。」
緋聞有否影響你們各

自找另一半？她笑謂：
「我都驚喜歡Edmond
的女仔以為他只係追
我，其實佢係筍盤，有
很多選擇，對佢有興趣
的女生不妨追他。而我
也是筍盤，又獨立又靚
又識入廚，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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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
慶全）孫慧雪昨日到商
台為節目《公子會》擔
任嘉賓，阿雪笑言受
訪時多次被追問產後

夫妻間的閨房樂，着實
招架不來，當請教主持森美與火
火，他們就說女人在這方面不勤
力，會好易老保不住青春，都
是看書所得的哲學，因此她也
選擇相信，但卻不敢問森美
有否去實踐。阿雪坦言目
前先集中注意力在照顧孩
子方面，老公曾作出投
訴，所以會注意這問

題。
阿雪一心來宣傳新歌，卻遭主持人嫌棄她
已成為人妻，還大講湊仔經，問婚後粉絲有
否流失？她答謂間中會在社交平台分享BB
相，有客戶說聽到不少她的男粉絲投訴，又
試過上載老公的相片，更發現有些粉絲不再
追隨她：「老公就說為了我着想，叫我以後
不好再上載他的照片。」不過阿雪指仍有大
班粉絲期待她再出寫真集，因舊版寫真賣斷
市不會翻印，所以今年計劃出散文集加寫
真，性感尺度則有待商榷。而最近阿雪正初
學設計胸圍，分享過穿自家胸圍酥胸半露的
相片後，粉絲反應各異，有人喜歡亦有人覺
得她過火，反問她幾十歲還要裸露，她慶幸
老公開通接受今次的性感尺度。

婚後晒老公囝囝相 孫慧雪認粉絲流失

常做運動防身形走樣
甄子丹謙稱不是弗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宇宙最
強」甄子丹昨日到馬會出席2019《寶馬香港
打吡大賽》，狀態甚佳的子丹大談Keep弗之
道，他謙稱自己並非「弗馬」，凡事沒有「老
馮」，每個藝人必須要有毅力、堅定信心保持
身形，要突破自己才能「保住」永恒的光輝。
子丹已連續七年擔任「打吡大使」，他透

露有意再抽新馬，但要同太太汪詩詩商量，笑
言因老婆是「老細」，他指獨資或夾份買馬也
沒所謂，志在參與，在揀馬上沒特別準則，但
要多做功課，向多些叻人請教貼士，整個步驟
要花很多時間，並非單純用錢買隻馬般簡單，
他認為揀得的應該都好弗，有一定魅力，都是
靚馬。
問他自覺是「弗馬」嗎？他謙稱：「唔
係，好多事情唔係老馮，必須靠毅力、堅定信
心保持，否則會走樣，好似我每日有時間都會
保持做運動，就算出埠工作也盡量在酒店做
Gym，曾經得到的光輝要保持永恒，必須要
突破自己，所以每部戲都當新開始，重新投
入去奮鬥，這是每個演員要保持的態度。」

有家室難軍訓式戒口
他稍後要開拍陳木勝執導的時裝動作
片，也得Keep住身形和身手，希望重
現《殺破狼》及《導火線》時的狀
態，不過他沒有限制自己磅數：「我
肥同瘦的體重也是徘徊於六七磅上

落，肌肉最結實是145磅，最肥最鬆弛是153
磅，弗的程度不是看體重，是看肌肉扎不扎
實，線條、靈活性和爆炸力，操弗時行路都快
點，人也特別精神。（要戒口嗎？）要呀，沒
有家室和社交圈子才能做到軍訓式戒口，但我
要陪屋企人便不可能，所以一定要取得平衝，
有時知道要出街應酬，便不吃早、午餐，好似
噚晚同太太睇戲，她話要吃芝士漢堡，自己無
吃早、午餐，結果晚上吃了個雙倍分量的芝士
漢堡，好唔健康，但很滿足。」

林青霞前晚偕《滾滾紅塵》電影主題曲創作人羅
大佑、影后甄珍、徐楓及知名主持人方芳芳等

人出席。林青霞婚後淡出影壇，上次在台灣公開亮相
已是2014年11月，故她前晚在台北出席《滾滾紅
塵》電影首映會，成為焦點。
久未亮相的林青霞，身材容貌依舊保養得宜，前晚

她心情大好，還俏皮地用手指向傳媒給大家拍照，並
開心表示，很高興藉《滾滾紅塵》電影修復版來到台
灣跟大家見面，「我很久沒有來了，非常想念台灣的
美食、親戚朋友還有當年在台灣的一些生活，非常高
興。」

沒辜負「沈韶華」一角
《滾滾紅塵》由知名作家三毛編劇、嚴浩執導。影

片講述上世紀40年代，林青霞飾演的作家沈韶華和
秦漢飾演的官員章能才的愛情故事。影片曾獲得第27
屆台灣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最佳女主角等8個獎項，
並獲香港金像獎8項提名，被認為是華語影壇的愛情
片經典。
《滾滾紅塵》可說是林青霞電影生涯的里程碑，她

提到，過去拍了100部戲，因為這部戲得到唯一一座
金馬影后；1990年前，她拍的大部分都是文藝愛情
片，90年之後，幾乎都在香港拍武俠動作片，她表
示：「《滾滾紅塵》是個分水嶺，是我人生裡非常重
要的一部戲。」
談到她主演的女作家「沈韶華」，林青霞說，這是

百部作品中，唯一飾演作家的角色，也非常慶幸能演
到這個角色，因為後來喜歡讀書、寫文章，認識很多
傑出作家友人，至今也出了2本書，並風趣笑說「所
以我沒有辜負沈韶華這個角色」。
談到張曼玉在《滾滾紅塵》中展現的演技，讓林青

霞佩服不已，她憶及有一場戲是她和張曼玉感傷相
擁，導演當時要求張曼玉在何時、何句對白時掉淚，
「她就真的在那一刻，大顆大顆的眼淚像珍珠一樣滾
下來，我真是佩服得不得了，能夠這麼精準地把眼淚
滾下來」。
對於當年邀請到作家三毛撰寫《滾滾紅塵》劇本，

林青霞透露三毛曾想演她的閨密，當時也非常投入角
色，三毛甚至對林青霞說，每一個鏡頭都想站在攝影
機鏡後面看她演戲，讓人印象深刻，「非常肯定的，
她是《滾滾紅塵》的靈魂人物，沒有三毛，就沒有
《滾滾紅塵》」。
提到她跟三毛間的互動趣事，林青霞認為，她之所

以能把「沈韶華」詮釋出色，是因為當初三毛曾邀請
她到房間看劇本，「不僅每一字、每一句唸給我
聽，還演給我看，所以我對這個角色了解得非常
透徹」，讓她一站在鏡頭前面就是沈韶華。

秦漢缺席首映會
去年有傳林青霞和邢李㷧離婚，更傳她和秦

漢已低調結婚，當時秦漢經理人否認，前日林青
霞沒有接受媒體訪問，避談敏感話題。至於秦漢缺
席《滾滾紅塵》首映會，主辦單位回應指當初沒有特
別邀請，故二人最後也未能世紀同台。

繼完成《霸王別姬》修復片，徐楓如今
再讓《滾滾紅塵》重新躍上大銀幕；談及
當年籌拍契機，徐楓說，某天林青霞打電
話到香港給她，表示有個劇本想請她過
目，因為一般電影公司老闆都不想投資，
問她有沒有意願拍攝，徐楓看了劇本後深
受感動，馬上跟林青霞說想拍出來，「我
特別喜歡拍人家沒有拍的題材」。
《滾滾紅塵》集結當年「一秦一林」經

典銀幕情侶組合，徐楓認為，演出這些角
色的卡司都是不二人選，「劇本就是為他
們而寫的，他們來演是最合適的」，而當
年看完電影毛片後，徐楓更預料林青霞必
定能奪金馬影后。
在徐楓眼中，《滾滾紅塵》收藏林青

霞、秦漢、張曼玉最美好的光華歲月，演
技同樣令人讚嘆，未來是否規劃籌拍新電

影，徐楓笑說不要給她太大壓力，也強調
她最愛的就是電影，「我會全力以赴，義
無反顧」。
徐楓和林青霞身為影后，也給予後輩演

員鼓勵，林青霞提到，當年她體重不滿
100磅（約45公斤），「這麼精瘦怎麼禁
得起風吹雨打，我想，我是真的很愛演戲
吧」；她並強調，若遇到好戲，一點都
不怕苦，因為對演戲有狂熱就會全心
投入，相信觀眾會看見。
《滾滾紅塵》電影主題曲由羅大

佑作詞作曲，當年他以這首歌獲金
馬獎提名最佳電影插曲，至今仍不
斷被後輩歌手翻唱。談及當時創作
想法，羅大佑說，這首歌詞曲以「三
拍子」組合而成，象徵大時代下不斷轉
動的滾滾戀情，唯美動人。

憶述影后之作《滾滾紅塵》 避談婚變傳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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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外電綜合報道，林青

霞、秦漢約30年前主演的電

影《滾滾紅塵》，經數碼修

復後，將於明日在台灣上

映。以該片奪金馬影后的林

青霞，隨《滾滾紅塵》修復

片在台灣上映，睽違近5年

再在當地亮相；林青霞憶及

當年和張曼玉對戲時，對方

眼淚如珍珠般大顆滾落，讓

她深深佩服不已，而前日青

霞沒有接受媒體訪問，避談

婚變話題。

林青霞

徐楓預感青霞摘影后果成真

■徐楓(右)、林青霞(中)及甄珍(左)
三大影后難得同框。 中央社

■林青霞、甄珍、徐楓等同台出席
《滾滾紅塵》修復版首映。 中央社

■睽違5年在台亮相，林青霞與徐
楓熱情擁抱。 中央社

■■電影監製徐楓電影監製徐楓((右右))
夥林青霞為夥林青霞為《《滾滾滾滾
紅塵紅塵》》宣傳宣傳。。

■■林青霞身材容貌依舊保林青霞身材容貌依舊保
養得宜養得宜。。 中央社中央社

■■子丹已連續七年擔任子丹已連續七年擔任「「打吡大使打吡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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