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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孫耀

威、彭家麗與衛蘭等歌手日前錄影

《勁歌金曲》節目，奪得本周冠軍歌

的孫耀威，笑言自08年後才再有冠軍

歌，因他已有近5年沒有再上勁歌節

目。染指飲食業的孫耀威在台灣出師

不利，因商場店舖未能作飲食用途而

鬧上法庭，他說：「早兩日在台灣出

庭，見到有過百傳媒自己都好意外，

原來當日也是轟動一時的殺警案上庭。」孫耀威慶幸法官了

解案件詳情。他說：「合約是列明我可以做餐飲業，但原來

舖位又不可以做飲食，希望法律還我一個公道。」至於兩岸

三地飽受「地溝油」事件困擾，孫耀威說：「我在上海的夜

店都有賣小食，我都會問一下廚師。相信我一定已中招，因

為我好喜歡掃街，特別有風味。」

已有19年沒上勁歌的彭家麗，日前宣傳她的新歌《從今

喜歡孤單一個》，她稱歌曲是講單身女仔的故事，她說：

「自己都享受單身，會靜待愛情，一個人不怕悶，會去學韓

文、上幽默班，因為我是一個悶蛋，被扑頭打劫後組織能力

變差，上課可以改善到自己。」提到朱主席被捕一事，彭家

麗稱有留意報道，表示自己每次演出都收足酬勞，第一次合

作的更會收錢後才會演出。

日
前大會安排兩名外籍模特兒挽着Mo-

ses手臂行騷，問到Moses酬
勞是否

開心價？他笑說：「OK啦，係開心事，我

工作不是只睇價錢，最緊要開心。」他又稱

為了這次行天橋刻意減肥，除了節食外，初

時因要湊BB唔習慣所以瘦

了一點，可是現時適應了又

變得放縱，故此要克制一

下。

託朋友問候黃浩然

無綫資深藝人關菁日前因

心臟病逝世，多次跟關菁合

作的Moses聞
言亦感愕然

及感很可惜，並大讚對方

人好好。說到關菁是因心臟病發離世，Mo-

ses有感而發說：「心臟病是都市人的病，

更提醒他我要注意健康，而病從口入，食得

健康好重要，都市人患病率高，雖然每年我

都做體檢，仍會注意本身健康，覺得從基本

開始最重要。」

提到黃浩然患上「貝賽特氏症」，Moses

表示有託朋友問候對方。

歌手黃天翱罕有地同女友楊洛婷出席時裝

展，二人更不怕肉麻當眾打情罵俏，楊洛婷

先在記者面前大讚男友靚仔，又笑指一日至

少讚幾次。之後問到二人何時拉埋天窗？兩

人互望着對方一下後，Tim又問女友：「做

乜望住我？搞到我標晒汗。」楊洛婷甜笑

問：「唔望你望邊個？」Tim即說：「到時

會同大家講。」楊洛婷維護男友說：「到時

可能有Surprise
畀我呢。」其後又自爆男友

的追求經過，她指十年前，男友在電視見到

她時已經好鍾意她，又想盡辦法去識她，終

於睇咗TVB識到。Tim搞笑稱之後都冇睇電

視了。
林德信表示早前與吳千語合作拍的電影

《青春鬥》已完成，將於十一月上映，近日

亦開始忙於音樂上的工作，他說：「我已經

好耐冇搞音樂，成年冇出碟，係時候要做音

樂。」至於何時出碟就要看公司。另外，他

近日正與朋友合作籌拍一個瑜伽生活節目，

由他負責製作，完成後可能會賣給電視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上月因扁桃腺
發炎證實患有「貝塞特氏症」的黃浩然，經兩
星期住院後前日出院，雖然浩然因病要辭演新
劇《張保仔》，但他直言身體最為重要，可惜
未能參與演出，但會祝福劇組開工拍攝順利。
約日下午約兩時，黃浩然精神奕奕地離開醫
院，他表示經醫生診斷後，因為身體最細微的
微絲血管發炎，現時心肝脾肺腎等內臟功能正
常，只是身體較為虛弱，醫生建議他可做輕量
運動。浩然稱患病初期，除了吃不到東西外，
也無法吞口水，他說：「病正式開始是一個月
前，因為扁桃腺發炎引起其他徵狀，到9月4
日頂不住要入院，醫生用藥後第二日已有好
轉。」浩然自以為自己是個捱得之人，求醫前
自己服用止痛消炎藥等都無效，而且喉嚨每天
都惡化，口腔內都變白，這一刻才知道是捱不
住。有傳浩然患病影響到生殖器官，他笑道：
「我知大家很關心這個病，任何血管都可以發
炎，我好慶幸心臟、生殖器官都沒事，大家不
用擔心。」浩然雖然已辭演《張保仔》，但劇

組全員簽名送巨型慰問卡給他，浩然對未能演
出新劇感可惜，他說：「原本入院第二日就要
開工，雖然可惜有這麼好的機會，但身體
重要，亦多謝劇組、監製的體諒。」問
到患病期間損失了多少，浩然說：
「沒有想過，公司也提過，我會祝福
劇組拍攝順利，公司都叫我多休息，
工作方面不用多想。」
問到向生、向太有沒探望過

他，浩然表示有收到慰問訊
息，因他住院期間只限家人
探望，而且他也講不到說
話，朋友都明白不打擾他休
養。浩然同時借機會感激
太太，他說：「這段期
間辛苦了太太，被人跟又
要湊仔返學。」至於有否留
意向太與周星馳的糾紛，
他說：「沒留意，有時間我都
盡量休息啦。」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王明楊、程尹星 西
安報道）趙寶剛為其處女作導演的首部電影作品
《觸不可及》造勢。兩大主演孫紅雷、桂綸鎂現
場為影迷講述了電影拍攝時不為人知的故事。
觀影結束後，電影《觸不可及》的三位主創
甫一現身，現場的影迷便瘋狂歡呼。閃光燈、
吶喊聲立刻將見面會現場的氣氛帶到高潮。
「這電影是我導演的」，趙寶剛以新人的姿態
介紹自己，顯得並不那麼「觸不可及」。
在提問環節，一位年逾古稀的老粉絲向孫紅
雷拋出了一個問題：你拍這個戲感覺怎麼樣？
孫紅雷聽後直言生平第一次被問住。隨後他表
示他和趙寶剛導演已認識16年，是老兄弟。當
他還是一名舞台劇演員時，「第一次面對鏡頭
就是和寶剛兄弟合作。」「這次的電影和寶剛
合作我感覺很幸福。」在被問到和孫紅雷合作

的感受時，桂綸鎂則坦言孫紅雷是「戲霸」。
「他對戲的要求非常高，通過這次合作讓我學
習到了很多東西。」
電影中桂綸鎂飾演的女主角寧待為了心愛之

人不顧一切，表現了極大的勇氣。桂綸鎂也在
現場表示希望看到這部電影的人都能夠有勇氣
去追求和實現自己的夢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台灣組合棒棒堂成
員阿緯及小煜前日現身荷里活廣場，出席「2014
愛台玩─農莊養生遊暨星級旅館樂活節@荷里
活廣場」開幕禮擔任嘉賓。高雄和澎湖接二連三
發生不幸事故，阿緯及小煜不但在台灣積極參與
籌款活動，得悉獲邀來港出席籌款活動時更一口
答應，為粉絲們樹立良好典範，呼籲大家齊齊盡
己所能向災民伸出援手。數個月前曾在高雄拍劇
的阿緯表示：「對於高雄和澎湖近期災難頻傳，
我實在感到非常痛心，但我對當地居民很有信
心，他們將會很快重新站起來，團結一致重建美
麗的家園。」
至於小煜則呼籲香港朋友為寶島遙寄祝福：
「台灣猶如香港人的第二個家，相信在場朋友跟
我一樣對當地發生的意外感到切膚之痛，除了金

錢的捐贈外，災民亦很需要香港人送上正能量及
祝福問候，讓他們堅強走下去，感受到人間有
愛，希望在明天。」 阿緯和小煜更化身美食推
廣大使，即場展開了一場緊張刺激的味蕾爭霸
戰，蒙眼試食多款超強人氣食店的街頭美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慶全）馮德倫前晚出席手

表品牌活動，他表示最近

正籌備執導一部文藝片，

將於11月開拍。問到會否

找緋聞女友舒淇做女主

角？他指這次不會了，問

會否為她度身訂造角色？

他表示雖然彼此很久沒合

作，但也要看劇本是否適合。提到他被拍

到上舒淇家，是否已經同居？馮德倫回應

說：「當然不是啦！是朋友！但都會上她

家中作客！」舒淇的愛貓也是他所送？他

說：「不好又講這些，講新嘢啦。」

對於向華強太太炮轟周星馳一事，馮德

倫表示有留意但沒細看，問周星馳又是否

很難相處？他說：「我們都是合作性質，

他有戲適合來找我，過程幾和洽，他也

是個很好的監製，沒發生問題。」要是

再邀合作，馮德倫表示也可以，其實對

方曾找他聯合執導新戲《美人魚》，只

是時間上不配合才推辭了。又問到覺得

周星馳的為人？他強調彼此是工作性質

的接觸，沒去深入了解，不過在合作時

也有跟對方學打桌球，現其實甚少聯

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廣州報

道）廣州紅線女藝術中心舉辦紅線女

「永恆的藝術專場晚會」新聞發布

會，為緬懷和紀念這位藝術大師，在

紅線女誕辰90周年來臨之際，23日將

在澳門永樂戲院舉辦「永恒的藝

術——澳門緬懷一代宗師紅線女專場

晚會」。當日，歐凱明、郭鳳女、藜

駿聲、蘇春梅、瓊霞等紅牌弟子以及

著名花旦陳韻紅、曾慧、崔玉梅、楊

小秋等人都出席發布會，在緬懷恩

師，表達對恩師的懷念之情外，他們

都極力推進粵澳兩地的粵劇藝術文化

交流。
據悉在23日澳門的永樂劇院，以及

11月17、18日香港的新光劇院的專場

晚會上，他們都將悉數登台，傾情演

繹紅派經典劇目片段。紅線女經典人

物形象將在弟子們的唱作念打中重現

舞台。
紅線女的愛子馬鼎盛還將做為主持

人，主持整場晚會。誠意十足的馬鼎

盛還為各位戲迷朋友準備了一段京劇

表演。這讓在座的嘉賓驚訝，紅線女

愛子登台表演為何不表演粵劇卻選擇

京劇，紅線女藝術中心主任蒙菁表

示，馬鼎盛說就要唱首母親教給自

己的京劇來回饋大家對於粵劇的喜

愛。
來自澳門佛山聯合會的黃似蘭，

在發布會上登台演唱了《王昭君》

的曲目。她欣喜表示，澳門每年有

幾百場粵劇活動，可以說整個城市

是活在粵劇中的，此次可以來廣州

紅線女藝術中心看看，感覺就像是

朝聖來了，很是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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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耀威開食店惹官非

棒棒堂為澎湖朋友送暖

《觸不可及》西安造勢

孫紅雷桂綸鎂同時現身

多謝《張保仔》劇組送巨型慰問卡

黃浩然出院心痛太太被追訪

楊洛婷拖男友晒恩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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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豪陳豪重操故業重操故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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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陳豪(Moses)日前出席Ted Baker時裝騷並擔任模特兒，久沒行騷的Moses

為了再踏天橋更刻意減肥，加上要湊仔，雙管齊下略見成效。同場還有名模莊思敏( Jacquelin)、模特兒

Rosemary、Jocelyn Luko、王曼喜，楊洛婷及其男友、

Dear Jane主音黃天翱（Tim）及林德

信（Alex）等。

■阿緯及小
煜即場上演
味蕾爭霸大
對決。

■■《《張保仔張保仔》》劇組劇組
全員簽名送巨型慰全員簽名送巨型慰
問卡給浩然問卡給浩然。。

■林德信表示
近日開始忙於
音 樂 上 的 工
作。

■■兩名外籍模兩名外籍模
特兒挽着陳豪特兒挽着陳豪
手臂行騷手臂行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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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Rosemary、莊思敏、王曼喜及

Jocelyn一齊行騷。

■■馮德倫馮德倫

■出席發布會的

全體嘉賓合影。

■

孫
耀
威

■■三位主創一亮相三位主創一亮相，，就引來台下尖叫就引來台下尖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