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本月3日是
王梓軒的34歲生日，他因工作及疫情關
係未能返港慶祝，不過仍辦了一個線上
生日會，有超過十個國家、過百粉絲
朋友參與。梓軒指生日雖然身邊沒有
其他人，但粉絲都將家中布置得充
滿生日氣氛，梓軒說：「好似真
的在我birthday party現場般，
亦有好多朋友準備了汽球、蛋
糕，見到大家這麼有心，好
感動呀！我今年特別鼓勵我
所有的支持者，不好送禮
物給我，將他們心意傳遞
畀一些慈善機構，例如
紅十字會同香港救助
兒 童 會 ， 多 謝 大
家！」
而梓軒多位老友

亦拍了短片祝賀，梓軒說：「我好驚喜，我
同事偷偷地聯絡我幾個好朋友，好多謝
Grace王君馨，送了個驚喜視頻，多謝煒哥
陳煒，她送了隻手工畫的蛋給我，話要返香
港先可以領取，但最厚禮的是阿Bob，因為
他12歲的女兒霏霏跟我差不多時間生日，他
竟然將個女交畀我，做我的女朋友，這份禮
物雖然令我好窩心，亦都好感激他，我諗排
到下年都未輪到我去見她，因為陳國鋒個仔
一早已經抽了籤，我會先問准他這個競爭對
手！」

擬開網店賣專輯
大了一歲的梓軒，希望疫情可以盡快過

去，經濟復甦，大家健健康康，而工作方
面，他將會打開新一頁，梓軒說：「我自
己會繼續去製作一些影視作品，自己去籌
劃，除此之外亦有新嘗試，就是開我第一

個網店，當中有
我的專輯，亦都
有其他商品去
賣，更會有網上
教學，這段時間
令我發現當我們
遇到一些困難，
我們好需要正能
量學習的機會，
所以我就設計一
些健身、音樂同正向思想的課程，希望透過
網絡平台同跟大家去分享，再一次多謝大家
祝福，我大個仔喇，我會繼續努力！」
而正日當日，工作團隊以及韓國編劇

Won Lee為梓軒慶生，送他一個超級英雄蛋
糕，寓意他的作品可以發光發亮，因梓軒
首次擔任製作人，他希望其作品可以獲得
大家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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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思穎）李日朗
（Don）與嘉賓主持歌
莉雅（Gloria）前晚舉行
《星級靚聲演唱廳》網上
音樂會，兩人首度合唱兼
是直播，感到非常緊張，
Don更特地上網重溫Gloria的
MV，大讚對方聲音很美，令
他增添壓力。
這次音樂會是在Gloria的唱片

公司舉行，Don笑言：「這裏是她
的主場，我似是來見工，通過面試
便可以加盟，所以要她在老闆面前美
言幾句。」恢復自由身後的Don，其
間有唱片公司接洽，惜Don仍未找到
「心頭好」，他表示：「大多唱片公司
是想湊人數，或想有資深藝人加入，我沒
簽公司已很多年，希望搵到間公司是欣賞
和喜歡我，因我瓣數都多，演戲唱歌，幕後
都可以，如果遇到合適的一定會簽。」
歌莉雅被爆虛報年齡，41歲扮90後，對此，
她自言很搞笑，因歌迷很清楚她的音樂路，沒必

要虛報年齡，不明為
何有人報料，也沒得
罪人，她最欣喜是報
道之後，獲得身邊朋
友和歌迷的支持鼓
勵，暖在心頭。不過
當追問她真實年齡
時，她就顧左右而言
他，說歲數是私隱，
亦不想影響其他人，
未有肯定的回應。

香港文匯報訊馮盈盈自與前醫生男友分手後緋聞不斷，
早前她與賭王兒子何猷亨出海滑水，同行還有江嘉敏，盈
盈否認與猷亨的戀情，更推說是江嘉敏介紹，有報道指
江嘉敏不滿被馮盈盈拖下水要「割席」，反指盈盈主動
邀請出海。有傳此事令馮盈盈與江嘉敏姊妹反目，前
晚江嘉敏疑似發文暗嘲盈盈說謊，江嘉敏留言：
「生活根本就係一場狼人殺。你根本唔知邊個講緊
真話邊個講緊大話，亦都唔知邊個係狼人邊個先
係村民。 #聽到啲唔應該聽到嘅嘢 #有感而發 #
其實世界好細 #說話唔能夠亂講尤其係大話 #
人言可畏 #真係知人口面不知心 #又識化妝
又識整頭又識影相嘅人邊度搵」，雖然江嘉
敏並沒指名道姓，但鑑於近日她與馮盈盈
發生的「牙齒印」，不少網民皆認為矛頭
直指盈盈。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本土製作的紀錄片《通靈師》於洛杉磯國
際電影節取得最佳紀錄片大獎，監製兼製作人李居明大師接獲喜
訊，感謝4位年青導演潘藝倫、周皓雲、唐素芬及曹建南，使外
國人首次以電影視像形式認識中國的「問米」及「乩童」文化。
此次參展引來外國電視台洽購此片之版權，為港片之海外市場

打下強心針。李大師表示還有多個紀錄片的影展進行參賽，希望
《通靈師》繼續為香港的紀錄片製作爭光，再下一城，打開一條
香港電影的新路向。
李大師表示，該電影節於今年12月還有一次年度大獎頒發，
如能順利獲獎，將可令《大迷信》系列電影提升更高的國際視野
和地位。他表示要感謝戲中的問米師三姐及多位各國通靈師破例
亮相。同時感謝金剛及路芙為本片配旁白，生色不少。李大師表
示，明年將再度參賽該影展，並以《大剃度—雪地三千》出戰。
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田啟文喜悉港產片能夠另闢蹊徑，揚
威獲獎。他表示，紀錄片《通靈師》能獲西方電影節評委讚好賞
識，實屬難得，並祝福該片能在未來數月的其他影展中也獲得獎
項。此獎亦間接令香港的電影工作者獲得鼓勵及啟發，刺激電影
片種及類型的多元化發展，從而增加電影人就業機會。

羅仲謙於4月
榮 升 爸

爸，一直忙為《陀槍師姐
2020 》開工，但他不時將女兒「小珍
珠」記掛在心中。他表示近日已經有三
日三夜沒好好睡過一覺，加起大約只有
十個小時休息，不過每當看到太太楊怡
傳來女兒的新照片，他立刻精神奕奕：
「可惜連日來日、夜班，收工後回家，
阿女睡得很甜，能夠抱着女兒的機會也
不多，真擔心阿女會不認得我了，再加
上我滿面鬍鬚，屋企人不准許我錫個女
塊面，話我的鬍鬚會拮親
個女，所以只可以錫她的
腳板底！」

囡囡微燒都好緊張
愛女「小珍珠」快將兩

個月大，謙仔表示這段時
間，單是女兒有一點點發
燒他都好緊張：「其實即
使輕微發燒，我心裏都很
不安樂，因為聽人家說
過，BB三個月大之前都
不應該發燒，那次我緊張
抱她去看醫生，但醫生診

斷後是原因
不明，慶幸最後都

退了燒，現在我終於明白做
父母對仔女的那份擔心是怎樣

了！」
謙仔提到今次於劇中動作連場，不但

上山下海，還要吊威吔和跳樓，其中一
場戲要他從8樓一躍而下，雖然有安排替
身，然而部分鏡頭他有親身上陣，需要
分外小心。是否當了爸爸會更錫身？ 他
說：「其實我真的會緊張自己，萬一有
事令到老婆擔心就不好啦！」而父親節
將至，當了爸爸後的首個父親節，謙仔
指可能都要開工，而且「小珍珠」才剛
出世不久，也不懂得為他慶祝，再過兩
三年她開始懂事，相信自己過這節日就
會「好冧」。

陳豪教宣萱歎咖啡
宣萱則笑指自己演出部

分均在室內有冷氣比較舒
適，辛苦的當然是交給後
生的如謙仔去做。陳豪也
認同笑說：「我們都笑得
很辛苦吧，不過這些歡樂
是我們用多年的血汗捱回
來的！」宣萱透露劇集從
二月開工，中段她病了常
咳嗽，幸好也沒事，但也
感到很大壓力，所以待月
底竣工，她會先稍作休
息，留些時間跟朋友見面

敘舊，因之前疫情有「限聚令」，他們
十個朋友各自開視訊當一起吃飯，吃了
三個小時，不過她坦言在疫境下仍有工
開要很感恩。
宣萱指之前跟陳豪合作拍《使徒行

者2》，對方介紹她如何去歎咖啡，可
是不成功，到今次終於令她有飲咖啡
的癮，陳豪笑言歡迎她來其店中品嚐
咖啡，順便幫他好好督促一下店員的
紀律。
另外，問洪永城有關女友梁諾妍自爆

跟他同居試婚，洪永城不否認與女友已
同居數月，也相處得不錯。問他覺得女
友有哪些要改善的地方？他笑答：「想
我返去跪玻璃嗎？她當然是完美啦！」
而他要改善的，是女友說過他的乾淨程
度上要改善，他被爆碗碟放十日都不去
洗乾淨，洪永城反過來爆女友將運動衫
亂放，其實他倆都懶做家務，寧願多花
時間工作，家務可請鐘點姐姐幫手。當
問到會否奉子成婚？洪永城笑言也不排
除，因女友很喜歡小動物和小朋友，他
倆也朝結婚方向去想，假如有了小朋
友，亦一定會負責任去處理。

李居明紀錄片獲洛杉磯電影節大獎發文暗嘲馮盈盈講大話？
江嘉敏：知人口面不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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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梓軒34歲生日收厚禮
獲Bob「送女朋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林子善、王君
馨、劉穎鏇及伍樂怡昨日於將軍澳電視城為新劇
《超能使者》拍攝，該場戲講述做男Dancer的
子善，穿上「彩虹戰隊」激凸服飾，於君馨經營
的夜總會表演艷舞，其間又不時拉低吊帶，令台
下的女觀眾尖叫及打賞。
子善指原本同劇的陳山聰都要着這件「彩虹

戰隊」，但後來因劇本不通不用着。子善表示收
到通知後，即用三個月時間操練身形，由肥仔變
到現時的身形。問到太太可有看過他這身造型？

子善笑說：「太太邊有時間睇，佢顧住泵奶。」
此外，之前子善拍該劇被對手劉穎鏇（Tiffa-

ny）用掃帚拍傷後腦，子善說：「嗰頭啲傷
OK，起咗個『樓』，都成個禮拜，Tiffany佢好
畀心機，應該係唔小心。」
君馨稱現實中沒看過這種真人舞男表演，所

以在化妝間見到子善都不禁「嘩」了出來，更不
敢望他的下身。笑問到如果老公作這種打扮會有
何感覺？君馨指老公好害羞，應該永世都看不
到，但作為兩公婆之間的情趣都沒所謂。

王君馨見林子善嘩嘩聲

洪永城認與梁諾妍同居試婚

靠囡
囡提
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阿祖）無綫新劇《陀槍師姐2020》昨日於將軍澳電

視城舉行拜神儀式，出席演員包括陳豪、宣萱、滕麗名、羅仲謙（謙仔）、

洪永城及鄧佩儀等。謙仔一直忙為新劇開工，近日已經有三日三夜沒

好好睡過一覺，但已為人父的他始終會掛心初生女兒，愛女

成為他的精神支柱，每當看到太太楊怡傳來女兒的新

照片，他即可提起精神。

羅仲
謙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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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李日朗與歌莉雅首
合唱。

■ 林子善這
身造型讓君
馨（前排
右）大感
驚訝。

■ 有傳江嘉敏(左)與馮盈盈(右)
姊妹反目。 網上圖片 ■李居明(左三)希望《通靈師》繼續為香港的紀錄片製作爭光。

■王梓軒因疫情關係未能返港慶生。

■■ BobBob的大女霏霏剛度的大女霏霏剛度
過過1212歲生日歲生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問女友有什麼要改問女友有什麼要改
善善？？洪永城笑答洪永城笑答：「：「想我想我
返去跪玻璃嗎返去跪玻璃嗎？」？」

■■羅仲謙暫只可錫羅仲謙暫只可錫
囡囡的腳板底囡囡的腳板底。。

■■ 新劇主演除有「陳三元」滕麗名(右)
外，還加入宣萱(左)及陳豪。

■■羅仲謙近日已有羅仲謙近日已有
三日三夜沒好好睡三日三夜沒好好睡
過一覺過一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