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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許志安和黃心穎的「安心」偷食事件牽連甚廣，
除了兩人的另一半鄭秀文（Sammi）和馬國明成為傳媒追訪焦點，有關心
穎演出的劇集和節目相繼要換人重拍，連累相關演員要再度拍攝，其
中黎諾懿的新節目《懿想得到》亦受到影響，幸已找來楊明頂替心
穎重拍，不過至今諾懿未有收到心穎道歉，大家也沒聯絡。而
安仔的太太 Sammi 亦重返正軌積極為演唱會操練，同樣忙着
巡唱的千嬅不忘為 Sammi 打氣，強調她和 Sammi 同屬潮
州人，一樣充滿力量和智慧，很期待 Sammi 的演出。

■ 千嬅特地帶同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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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見Sammi重返正軌為個唱操練

千嬅：同屬潮州人

充滿力量智慧

千嬅、黎
諾懿與

太太李潔瑩、洪
天明昨早出席「點
滴揹水 Walk & Run」
慈善步行籌款活動，很久
沒有參與這類活動的千嬅笑
言好熱血，更特地帶同兒子 Torres到來一起行，她謂：「丁生（老公丁
子高）話落雨不要帶 Torres 來，我反而覺得要
讓他試下落雨的感受，自他 3、4 歲開始便跟我
們行山當親子活動，也有經驗，(他可以很早起
床？）我有如換了血，每朝 7 點半便給他拍醒，
所以夜晚很少外出，好似失蹤，因為十時多便開
始眼瞓，好在內地巡唱很早開騷完場，之後到 7
月會放假一個月陪 Torres 去旅行，8 月就會繼續
巡演至出年。」
說到 Sammi 經歷「安心」偷食事件後，現已
全心投入排練個唱，千嬅謂：「每個歌手都會為
自己的演唱會努力，我和她都是潮州人，會
好有力量和智慧，很期待她的演出，公司
不要減我已訂的飛，（擔心 Sammi 狀
態受影響嗎？）不會，我們都是專
業藝人，對工作有熱誠和專業
態度，會充滿意志，希望大
家用支持心態，正如我一
樣，做演唱會並非容
易事，在不同城市
走來走去，可
能會遇到不
■朱玲玲再度
少突發
榮升祖母，她
前晚開心接受
祝賀。

■張名雅拒談黃
心穎的私事。

事情，幕後人員花很多心機，希望大家把焦點放
在作品上，藝人便會很開心及有滿足感。」

黎諾懿無再聯絡心穎
黎諾懿主持新節目《懿想得到》因「安心」偷
食事件，會抽起黃心穎在馬來西亞的故事，由楊
明頂替再重拍，諾懿和楊明今早便出發到大馬進
行重拍，更會把行程縮成 5 日 4 夜，搵男嘉賓希
望在最短時間完成拍攝。對於再重拍，諾懿坦言
可惜：「節目是用我個名，但顧及大家同馬來西
亞感受，如果大家是接受重拍，這也是一個好好
解決方法。今次重拍亦有幸再獲馬來西亞旅遊局
支持，會贊助一半以上，所以希望件事再做好一
點。至於楊明是拍劇集《十兄弟》認識，11 年
前曾合作拍過旅遊特輯，之後沒有合作，今次獲
他爽快答應幫忙，昨日他先拍完《打工捱世界
3》由哥倫比亞返港，也捱義氣再飛，希望今次
能擦出火花。」
問到心穎私下有否跟他道歉？諾懿謂：「無
喇，都無聯絡，大家是大人，明白做緊咩事，反
而要給她空間沉澱和休息一下，（她搞到你
們？）大家會明白，她之前都有講過 Sorry，現
在最重要給她休息一下，一句對唔住現在都不重
要了。」

洪天明擔心細仔發高燒
洪天明昨日單拖出席活動，他透露：「因細仔
發高燒至 40 幾度，太太要留在家中照顧兒子，
自己有幾日假期便從內地返港見下小朋友，爺爺
（洪金寶）都返來見孫仔，最慘見到細仔病了，
幫不上他很心痛。細仔發高燒，驚他是手足口
病，怕會傳染需要隔離，已看了醫生，吃了退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慧妍雅集 37 周年慈善晚
宴」於前晚舉行，「最美麗港
姐」朱玲玲、翁嘉穗、張名雅及
向海嵐等歷屆港姐齊出席支持。
朱玲玲再度榮升祖母，兒子霍
啟剛與郭晶晶弄瓦之喜，朱玲玲
高興地說：「多謝，第三個了，

是個女兒！」會想他們繼續再生
孩子？她笑指生了三個也差不
多，會看兒子和新抱的意願。問
到怎樣獎勵晶晶？朱玲玲帶笑
說：「日日都獎勵啦！」孫女似
爸爸還是媽媽？她則覺得妹妹似
姐姐，而兩個孫女長相均像晶
晶，她的基因比較強。

張名雅想多拍劇集

■黃翠如

私付出很偉大，所以天下間有好多偉大
媽咪。」
當問到家燕姐如何慶祝母親節，她笑
說：「我真係好忙，今年第一年同媳婦
過這節日，他們說有特別安排，但我過
幾日要去澳門為 6 月 29 日在當地開騷視
察環境，同時傾談在當地開曲奇餅分店
事宜，可以順便同屋企人在澳門食飯慶
祝。」
說到好姐妹陳寶珠因腳患要取消工
作，家燕姐謂：「有問候她，是關節問
題，需要時間休息，不能太操勞，年紀
大便會出現毛病，她都有提醒我 6 月開
騷要保重身體，所以我又開始操弗，會

MV 點擊率若超 500 萬

洪卓立話做人體盛

■家燕姐獲兒子和新抱到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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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食甜和澱粉質食物，不過瘦得來要有
滋潤感，（你有愛情滋潤！）各方面得
來，（同男友一起做運動？）好少一齊
做，他喜歡打籃球，對我會太勞累。」

劉美娟籲以同理心理解

■周柏豪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李思
穎）薛家燕昨日出
席自家品牌曲奇餅舉
行的母親節活動，其兒
子和新抱都有到場支持，
家燕姐更邀請單親協會的媽
媽到場玩遊戲，提早共度母親
節。
家燕姐表示：「母親節是好偉
大日子，我媽媽對我栽培一直都好
感恩，自己成為媽媽後，對仔女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 ■ 洪卓立親
洪卓立（Ken）昨日客串做一日 手製作反卷
壽司店師傅宣傳新歌《數寄屋橋 壽司送給粉
次郎》，親手製作逾百多件反卷 絲。
壽司送給粉絲。苦練多日的 Ken
表示製作過程不簡單，雖然以
前曾做過卷物，但反卷難度高
很多，經常弄掉餡料，10次有
8次都失敗。
為配合新歌宣傳，Ken 也
邀請兩位男粉絲一起學做壽
司，讓他們送給另一半。
香港文匯報訊 周柏豪與黃翠如近日擔任護膚品
笑指回復單身的 Ken 會
牌的產品代言人，並一起拍攝廣告。柏豪表示這次
否觸景傷情，他笑道：「他們來來去去都只是整給一個女
是繼《愛情來的時候 2》、《使徒行者 2》，第三度與
仔食，但我可以整給好多女仔食。」Ken 再稱其實是整
翠如合作，感覺特別開心，因為彼此已很有默契。
給愛他的朋友吃，當作回饋社會，母親節也會親手整
廣告中，柏豪需要從後衝前戳一戳翠如的臉頰，以看看
給媽咪吃。至於有否試過人體盛壽司？Ken 說：
她的肌膚是否夠水嫩彈性，怕癢的她被搣臉後頓時眉頭緊
「食和做我都沒有試過，以我所知人體盛是將壽
鎖，要導演提醒她別太激動，要保持笑容，翠如指：「他就是
司放在人身上，如果我食得慢，壽司就會變
一點都不憐香惜玉，戳臉時又把我的頭髮弄亂了；我每次聽到導
暖，所以都是放回碟上食開心些。」提議
演倒數十秒時，心底裡有種莫名的興奮，心想要快點捱過去。」柏
Ken 可以搞噱頭以人體盛方式宣傳新
豪辯稱自己的動作都很辛苦的：「因為現場的地下很滑，要做衝
歌，他誇口說：「如果 MV 點擊率
超過 500 萬，我就答應做人體
前、轉圈等動作是很容易跌倒，我要好好控制速度，否則翠如和我
盛。」
兩個都變成滾地葫蘆。」

翠如怨柏豪不憐香惜玉

藥，我今日就走，要 7 月才回來，所以都心掛
掛。」天明又透露跟無綫約滿已半年時間，大家
保持良好關係，希望之後一年拍一部。

子女患選擇性失語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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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將至，朱玲玲透露孫兒
中曦在日前學校的母親節音樂會
表演樂器，看完表演順道慶祝過
母親節，她讚賞孫兒頗有膽量，
因只學了不久已敢上台表演。不
過她卻不敢將自己在舞台上的心
得傳授給孫兒，主要是他比自己
更叻，問到將來會否讓兩個孫女
參選港姐？她表示得看她們長大
後的長相如何。當談及網友要求
褫奪黃心穎的港姐亞軍資格，朱
玲玲回應說：「她本身不是慧妍
雅集的會員，我也不便說太多，
還是交由無綫去決定，后冠都是

無綫的！」
與黃心穎同屆的冠軍張名雅拒談
人家的私事，回想選美時大家相
處很愉快。張名雅早前續約無
綫，她坦言想多拍劇集，被
問會否想頂替黃心穎重拍
《法證先鋒IV》及《牛下
女高音》？她笑謂：
「我什麼都拍，垃圾
婆、監躉都想演！」
翁嘉穗於母親節
會在峇里島旅遊，
她坦言也會暢泳，
會否騷泳照則看
狀態再決定，反
正以往也有在網
誌甫過泳照。翁
嘉穗的大仔是位
運動健將，細仔
現時 3 歲多，有
學繪畫和英文，
性格比較文靜，
會看他個人喜好
再栽培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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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家燕減食甜 堅持要滋潤感

兩孫女長相似郭晶晶

朱玲玲指新抱基因強

■黎諾懿與太太李潔瑩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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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美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
劉美娟、譚玉瑛和李麗蕊昨日出
席扶康會宣傳活動，積極參與共
融活動的劉美娟，表示早前替電
台節目訪問過扶康會，知道他們
的「老友鬼鬼」計劃很好，讓一
班老人家義工陪伴特殊小朋友成
長，所以來支持今次宣傳活動。
劉美娟的子女患有選擇性失語
症，她說：「世界太大，你以為
不正常的事，可能其實是正常，
以前沒有自閉症或過度活躍，只
會認為小朋友乖或者曳，倒不如
我們去接納大家，以同理心去理
解他們。」劉美娟又稱兒子個性
文靜，但也試過鬧情緒，說：
「在商場他試過因為表達不到情
緒而不肯行，我又猜不到他想做
什麼，直至我估中他想要什麼，
他才鬆一口氣。」劉美
娟建議為人父母，如果
小朋友扭計，應該先讓
他發洩情緒後，等他冷
靜下來才去了解。至於
下周母親節，劉美娟坦
言每天都是母親節，有
老公和子女錫自己已經
好滿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