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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奕奕現身廣州活動

任達華獲保安貼身保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任達華(華哥)早前在中山出席活
動期間，被刺傷腹部和右手手指，休養一段日子後，昨日復工，
首個出席的活動是到廣州白雲匯廣場的電影《小 Q》宣傳活動，
精神奕奕現身的華哥，更主動走近觀眾握手和打招呼。

華哥昨午出席活動時，雖然右手仍要包紮着，但精神飽滿，為免
有意外發生，電影公司方面做足安全措施，除了安排兩個貼身

保安在華哥身邊，一前一後全程盯着台上狀況，還有八十個保安
分佈在活動範圍內，以全程保護華哥。

觀眾大叫華哥加油
至於商場方面亦在兩邊架上鐵欄及有保安隔着兩邊等
候着的觀眾，當華哥進入商場時，一向友善的他看到夾
道兩邊的觀眾，隨即舉出左手揮手，還跟不少大人小
朋友握手，有觀眾並大叫：「華哥加油！」華哥笑
着點頭多謝。

有愛沒難題過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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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上華哥全程坐着接受訪問，但當導
盲犬出現，華哥即按捺不住踎着和導盲
犬合照，並不停找位置遷就導盲犬，
務求拍出最佳畫面。活動期間台上發
生小插曲，有工作人員在推出戲中
場景棒球蛋糕時，可能過於大力
踏上舞台，突然一聲「嘭」令
華哥不禁回頭，然後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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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於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
的第二屆《女人行表揚會 2019》，特別頒發個
人榮譽獎予已故香港巨星梅艷芳，讚揚她在社
會上的貢獻，即使離世後對社會也一直有正面
的影響。 該獎項由梅姐親哥哥梅啟明專程從香
港飛抵吉隆坡代為領獎，現場播放梅媽媽的錄
音，感謝大會對梅姐的尊重。 頒獎禮現場亦由
Wing Chong演唱梅姐經典名曲。
為了紀念「香港女兒」梅艷芳，大會特別舉
辦一場電影《朝花夕拾．芳華絕代》欣賞會，希
望將電影的能量、信念和初衷與各界嘉賓及得獎
者一起分享。 香港梅艷芳粉絲組織「芳心薈」
副會長Eva也親臨馬來西亞出席頒獎禮和電影分
享會，以感謝大會對電影《拾芳 》的肯定。 該
電影帶出人情味及正能量，充分表現出梅姐對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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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美恩
灣仔區睇
「龍床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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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艷芳獲頒個人榮譽獎
梅啟明赴馬國代領獎

人員笑說：
「你嚇死我。」
在之後五十分鐘
的發佈會上，華哥談
笑風生，並指電影《小
Q》是他從影以來很喜歡
亦很不一樣的電影，所以選
擇把復出第一次的站台給予
《小 Q》。台上華哥對傷癒沒有
多提，但據知需要八星期傷口才能
完全康復，不過台上華哥就多次提
到在逆境中最重要有家人朋友陪
伴，自然勝過一切：「就好像電影
《小 Q》中的角色一樣，有愛沒難
題過不了。」事後華哥接受訪問
時，亦特別提到這段時間太太琦琦
和女兒 Ella 給他「八星級」的愛：
「多謝大家關心，特別係我太太同
囡囡、朋友，我諗世界上陪伴係最
重要，仲因為咁給我有個八星級嘅
家，囡囡煮甜品，太太特別為我煮
好嘢！」
為配合影片今個月 15 日在港上
映，華哥透露 14 日會在香港出席
《小 Q》視障人士愛心場，屆時再
同香港朋友見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Ben Sir、 麥 美 恩 、 林 穎 彤 (Bella) 、余思霆及陸浩明等，昨日到
將軍澳出席《Ben Sir 睇樓團》記者
會，會上眾人分享拍攝趣事，並進
行祝酒儀式。
麥美恩表示在香港睇過灣仔區一個
「龍床盤」，樓底夠高可劃分兩層，

相，她表示因拍攝場地有個泳
池，但奇怪同場的麥美恩不用穿
比 基 尼 。 她 又 自 爆 被 Ben Sir 嫌
肥：「係有少少肚腩，因為去泰國拍
節目前放假去旅行，(因為有拖拍所以
肥咗？)拍拖開心。」她又謂現在拍劇
瘦了很多，可以的話也想補拍這個鏡
頭。
■麥美恩
■會上眾人分
享拍攝趣事。
享拍攝趣事
。

適合新婚夫婦和情侶。問到她可有入
市？她笑說：「暫時未，我在加拿大
同香港已有物業，係個勵志例子。」
她又叮囑大家， 買樓通過壓力測試好
重要。問到 Ben Sir 可有「筍盤」男仔
介紹給美恩？他笑說：「冇呀，『筍
盤』都幾難搵。」
余思霆在宣傳片中以黑色比基尼亮

■梅艷芳哥哥（右三）專程去吉隆坡代領獎。
迷、朋友及社會的真摯情感。 前來欣賞電影的
包括國際小提琴家Ken Lee和Vking，當紅歌手
陳依依，伍家輝及李子昭等。

陳家樂酒店遇靈異事

■陳家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陳家
樂、麥家瑜和岑日珈前晚參與潘紹聰的
靈異節目 11 周年聚會，潘紹聰表示為
慶祝 11 周年，早前邀請 11 位勇士到訪
香港 11 個靈異熱點，他本人就希望可
以到美國的 Annabelle 博物館參觀，但
因為博物館被政府強制性封鎖，不讓外
人進入，現在積極聯絡有關方面，希望
能夠成事。
陳家樂和麥家瑜因拍攝潘紹聰監製
的電影《綁靈》而認識，陳家樂分享有
一次到馬來西亞宣傳時，在酒店遇到的
靈異事，他說：「當日我好累又行程緊
密，我間房一直開不到門，於是去了同

事間房睡 30 分鐘，在床上突然感覺到
有對手在床尾壓下來，然後慢慢向上
爬，最後有把小朋友聲在我耳邊咆哮
『起身呀』，我即時整個人被嚇醒。」
麥家瑜就憶述拍電影《綁靈》時隨
大隊到泰國開工，說：「我記得因為要
早開工，所以前一晚爭取時間休息，我
是不可以開燈睡的人，但房間的衣櫃門
又開又關，結果電燈就又開又關，我起
身六七次都弄不好衣櫃門，最後大大力
關門叫『唔好玩啦』，之後就一直都沒
事，朋友話我可能惡過對方嚇走了，現
在想起都震震哋。」問到會否不再拍鬼
片，麥家瑜坦言都會繼續挑戰自己。

徐冬冬同尹子維分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尹子維今年 4 月成功向女友徐冬冬
求婚，日前卻出現二人分手的消息，有「中國第一美胸」之稱的徐
冬冬在微博上載合照，留言：「我們分開了，但他還是我最好的朋
友，一切順利。」而尹子維也有轉貼前度帖子，並留言：「可能現
在做朋友最好。Always support you。」
尹子維與徐冬冬因拍電影《合約男女》時結緣，雖然二人年齡相
差 14 年，但去年 11 月徐冬冬表示在蜜運中，大讚男友有美好的
心，可惜戀情曝光後二人被拍到在街頭吵架，見尹子維黑面發脾
氣，徐冬冬則坐在街頭飲泣。今年 4 月尹子維別出心裁，與女友吃
火鍋時，在花膠雞湯中藏起鑽戒成功求婚，令徐冬冬感動不已。

■徐冬冬

ERROR 在台灣挑戰吃辣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組合 ERROR
及其經理人兼節目監製花姐為 ViuTV 拍攝節目
《花姐 ERROR 遊 2》昨日舉行記者會，其間他
們分享拍攝趣事，因配合挑戰膽量，弄致幾位成
員要入醫院收場。
ERROR 成員肥仔、阿 Dee、193、保錡透露早
前到台灣拍攝，眾人挑戰吃辣麵，結果搞到腸胃
「勁」痛，肥仔形容太辣之下，導致胃部劇痛，
於是扣喉把辣物吐出，反而要再辣一次；阿 Dee
表示到台灣醫院求診時，被醫護人員責罵不愛惜
生命；而 193 就指這種辣不是人吃的，只吃了幾
條麵已經辣到不堪，痛着上廁所，有種「滾燙」
着的感覺；保錡亦辣到要邊解決邊沖涼，他們為
安全起見，回港後便去照腸鏡，以求安心。
ERROR 大爆花姐拍到喊，對此，花姐笑言：
「我是至高無上監製，竟然要委屈自已，加上經
過上一輯之後留下陰影，少少事都驚起來，而且
自己訓練了一班好變態製作組來虐待我們，所以
最錯是我，哈哈。」
說到 ERROR 於 10 月假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行
talk 騷，花姐表示有壓力，因幾個成員沒有將度

好的內容告訴她，但整個騷最過癮是要自揭瘡
疤。193 強調：「會貫徹我們的搞笑形象，內容
不會過火。」

■ERROR及花姐分享拍攝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