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官恩娜(Ella)日前外出時
被拍得腹部微隆，因而惹來有喜之說。日
前Ella終於在網上承認自己將為人母，她
留言道：「We would like to share this
exciting news . . . JE SUIS ENCEINTE!
(法文我懷孕了) 我們要宣布...我懷孕了！
這是上天賜給我們最好的禮物！感恩！」
Ella 還 上載以拼字遊戲砌出「I am
pregnant(我懷孕了)」字句的照片，相中
的Ella笑得相當開心。
Ella所屬的華納唱片公司前日亦回應指，Ella知悉有喜後已立刻通知他們，並再

澄清Ella非奉子成婚。其間Ella都有繼續錄音工作，原計劃年底出碟，但現在要再
視乎情況而定。

香港文匯報訊由張艾嘉導演執導的《念念》將於
四月公映。早前，片中女主角梁洛施接受有線《電
影蒙太奇》訪問，分享自己再度拍戲及作為人母的
感受。
梁洛施表示今次是受電影的劇本打動，一段時間

沒有參與電影工作，再次回到片場便要與男主角張
孝全上演激吻的戲份，梁洛施仍輕鬆面對。「我哋
其實拍咗一至兩次就收貨，反而導演仲緊張，因為
我同張孝全都係比較文靜的人，導演擔心我哋好難
入戲，於是叫我哋拍之前錫一啖先。」
《念念》有別於一般商業動作電影，以細膩的愛

情及親情故事感動觀眾。戲中飾演人母的梁洛施為
了讓兒子有更好的成長環境而離開小島。談到小朋
友的重要成長因素，梁洛施大方分享她湊小孩的心
得─高自由度。她揚言：「同時湊三個小朋友當然
有一定的難度，但我覺得每日都係學習階段，做演
員又好，做媽媽又好，都係不停學習。」
與《念念》中的角色育美相同，梁洛施自小就在

單親家庭中長大，她提到：「我哋會經常問『點
解？』有好多憤怒的情緒喺裡面，但人大咗就慢慢
學會放低執着，明白過去咗就過去，唔好成日去追
究而令自己痛苦。」被問到感情經歷會否很難放下
時，梁洛施表示：「放低咗幾年了，我個人一決定
去做就去做，唔會後悔做過的事。」她覺得三個小
朋友年紀還小，不心急開展新的感情，一切順其自
然，現希望繼續盡力投入不同的角色演出。

香港文匯報訊由任賢齊自導自演
和舒淇合作拍攝的愛情電影《我的
澎湖灣》，暫定於暑假檔期上映，
日前二人為電影宣傳海報進行拍攝
工作，寰亞電影部主管陳嘉上也有
到場打氣，其間貼心的小齊特別為
舒淇送上驚喜生日會，令舒淇嚷着
感動得快要流淚！
前日是舒淇的正日生日，小齊早
已密謀為舒淇送上驚喜生日會。在
拍攝電影海報期間，小齊突然拿出
木結他，對着舒淇自彈自唱一曲
《生日快樂》，令舒淇一臉愕然，
不過當在場其他工作人員也一齊大
合唱時，舒淇也拍手伴唱，小齊笑
說：「這是美麗的舒淇25歲生日快樂！」可是在旁的舒淇則大叫是
18歲呢！舒淇開心多謝小齊為她慶祝生日，更獲送上一個心形金箔
燕窩生日蛋糕，並寫上「親愛的女神，美艷動人，生日快樂！」
舒淇十分感謝小齊這位令人如此窩心的好導演，小齊笑說：「要
多謝我的女神舒淇大力支持，從我寫劇本開始的時候，舒淇告訴我
很多她的想法及浪漫故事，我都寫進故事中，我又好感謝她百忙之
中抽空，本來她是沒有時間的，因為請她拍戲要三年之前便要度
期，今次剛好她有部戲有些延誤才令她有個空檔，要謝謝我的大美
女大力支持，我一定要好好宣傳這部戲，令大家也知道戲中有很多
環節是她很用心去討論，又很認真地拍出來。」舒淇笑言覺得小齊
本來有其他人可以選擇演出，只是她剛巧有一個空檔而已。小齊即
更正說：「我從最初寫劇本時就選定你做女主角了。」因為舒淇在
他心目中是最棒的演員。

在《念念》當中，李心潔飾演一個
執意出走，並讓兩個孩子從小分

開的母親。對於片中母親的選擇，李
心潔坦言在現實生活中，她是無論如
何也做不出這種事情，「我太愛我的
女兒了，我會給她留下最好的，最多
的東西。」
不過，李心潔說自己也很能理解片
中母親的選擇，她認為傳統的婚姻對
女人而言是一種宿命，和不了解自己
的人結婚、生小孩，內心是有很多無
奈和痛苦的，「這個場景我覺得特別
熟悉，包括家庭暴力，小時候我看到
很多鄰居有這樣的情況，所以演起來
特別自然。後來在香港電影節我第一
次看片，眼淚完全控制不住，看到電
影中的自己讓我想起很多過去，從
高中畢業一個人到台北闖蕩，到現
在，十幾年的經歷，歷歷在
目。很多東西都會變，唯一不

變的是我對女兒的愛。」
李心潔回憶，自己的父母非常傳
統，彼此間雖然很愛對方，但卻不能
像朋友一樣相處，自己也觸碰不到父
親的內心。為此，在高中離家以後，
自己給父親寫了一封長信，而這封信
也打開了兩個人的情感障礙，從此懂
得擁抱對方。「父母對每個人都有很
深遠的影響，如果不能和解，內心會
永遠有陰影，從而影響到自己未來。
東方人很會壓抑自己情感，有些話如
果說不出就寫吧，寫出來感情會更清
楚一些。」從此以後，她也迷上寫信
表達情感，直到現在她還會定期給家
人寫信告訴他們自己的情況。
《念念》在內地的上映期正好與

《速度與激情7》(港譯
《狂野時速7 》)撞檔，

當記者詢問張艾嘉會否擔心票房問題
時，她表示自己會堅持把文藝片的路
子走下去，「如果我不做，中國的電
影永遠不會進步。」

張艾嘉邀梁洛施演出屬意外
談到選角色問題時，張艾嘉指整個
片中，只有育美的角色邀請梁洛施是
意外的。「梁洛施從加拿大回來的時
候約我出去聊天，告訴我很懷念演
戲。她告訴我在加拿大的生活，說只
有回憶起演戲的過去才能讓她釋放情
緒。當時我感覺她很壓抑自己的情
感，說話時那種倔強也很適合育美這
個角色。」張艾嘉說，梁洛施的過
去，她的家庭情況自己一概不知，但
她相信每一個演員都會用自己親身的
經歷和情感來展示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樂基兒（Gaile）前
日聯同周麗淇與王曼喜等到金鐘出席
時裝品牌活動，清減不少的Gaile笑
言日前與多位模特兒踩單車，故感覺
前日出活動時又瘦了不少。問到平日
可有做其他活動？她說：「有跳舞，
夏天就到都會做多些水上運動，又有
做瑜伽，亦開始踩單車。」笑問她可
有嘗試每天早上吃火龍果後半小時不
動？Gaile直言沒有聽過。又問到前
夫黎明可有教她減肥？她表示每個人
的減肥方式不同，要清楚知道自己的
DNA。那可會試黎明的火龍果減肥
法？她笑說：「我不明白他做什麼，
不太清楚，但恭喜他。」
周麗淇（Niki）就透露日前跟胞姐
周汶錡吃飯，笑指姐姐又亂吃東西，
故自己要不時提醒她，「她好曳，又

穿高跟鞋，又周圍去，我比她更緊
張。」談到舊愛鄭嘉穎與陳凱琳傳出
緋聞，更被人形容為「父女戀」，Ni-
ki表示不知情十分落伍，就連自己的
新聞也跟不到，但大讚陳凱琳是靚
女，「我現在說什麼都好像不好，好
像很敏感，希望他開心。」她又謂自
己感情上過得開心，惟早前的腳傷仍
未康復，故推了一部劇集。
適逢王曼喜爸爸王敏德前日生日，
曼喜透露晚上會跟爸爸食飯，亦準備
了直升機的3D蛋糕，因爸爸剛獲得
商業飛機師牌照，自己上星期也坐過
爸爸駕駛的飛機，大讚爸爸駕駛技術
穩定。那晚上會否帶另一半跟爸爸吃
飯？她說：「不會，她不在香港，父
母好開通，平日食飯都一起食，碰巧
今次不在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惠英紅（紅姐）近日風塵
僕僕地趕抵北京，為她兩部即將上畫的新電影《碟仙詭譚
II 3D》、《神秘家族》宣傳造勢。
日前紅姐為新電影《神秘家族》現身，與林依晨一同出

席發布會。早前，紅姐在台灣拍攝《神秘家族》時發生意
外，被鐵罐擊中割傷左邊近眼角位置，當紅姐現身《神》
片發布會，大家都關心及問候她，相當窩心。不過，紅姐
抵達北京後，遇上北京沙塵暴，與及被北京春天盛放的紅
棉樹花粉及棉花碎影響，引致氣管敏感，本身有哮喘病的
紅姐，一開始已感到氣管不適，再遇上日前的沙塵暴，開
始咳嗽不適，隨行的經理人十分擔心紅姐哮喘病發作，出
入都分外小心照顧她，更避免長時間停留在室外地方，以
免病情惡化，而敬業的紅姐冒着隨時哮喘病發危險，繼續
為兩部戲跑通告，專業精神令人敬佩。

而完成北京之行連串宣傳後，紅姐馬上趕返香港，為周日舉行的金像獎頒獎禮
作準備扮靚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將於下月
舉行演唱會的許志安，前日到排舞室與舞蹈
員練舞，安仔透露屆時會有大型跳舞環節，
坦言擔心體力不繼，又稱現趕工打造一個巨
形許志安頭像，到時會擺放在舞台中央。
前日見安仔排舞未有太多貼身舞步，笑

問他是否不會跳辣身舞時，他笑道：「係
喎，排到現在都沒有，自己之前都沒想過，
但有一環節會在舞台上換衫，整個衣架放在
台上。」笑指安仔屆時會否也在台上換褲，
他笑稱到時會多穿數條褲才當眾換衫。問他演出時會否騷肌肉展示減肥成果，安仔
說：「都會練人魚線，現在都操到有六塊半腹肌，因為有朋友說給6百多元買飛，怎
樣都要看我的六塊腹肌。」至於許太鄭秀文有否讚安仔操得弗，他即笑道：「問得
好，OK啦，大家都有一齊操。」安仔指今次個唱應不會走埠，因為正在內地趕工一
個約40呎高的「巨形安仔」，他說：「雖然公仔只有頭部，但太大型應該帶不到去
走埠，甚至澳門的場地也不夠高擺放。」

安仔個唱設台上換衫環節

官恩娜宣布懷孕

惠英紅冒哮喘病發繼續宣傳

香港文匯報訊近年移居澳門的藝人
斑斑最近成功轉型，獨力撫養兒子的
她透露，現在兒子已經18歲，開始有
個人的圈子及生活，正好讓她可以好
輕鬆地做自己喜歡的事，如最近她便
成功取得百利達酒莊主席黃特平所經
營之紅酒澳門區總代理權。
斑斑表示，早前去上海跟老友敘
舊時，好開心見到唐季禮這位老
友，因大家真的很久沒有見面，她
還踢爆︰「唐季禮笑指自己是肥
仔，就出來比你見下啦！但其實他
不算好肥！雖然當晚唐季禮沒有飲
酒，但也幫我訂了數箱紅酒來支持

我，真的好開
心多謝他。同
時，他也叫一
位在上海開餐
飲業的羅老闆
入貨，數量更
是唐季禮的
Double，那老
闆更讚我代理
的紅酒好飲，
揚言會推介至
旗下食肆，若
反應好會再訂
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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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斑取得百利達酒
莊主席黃特平所經營
之紅酒澳門區總代理
權。

■惠英紅(右)偕林依晨北
京宣傳《神秘家族》。

■官恩娜以拼字遊戲砌出「I am
pregnant」字句。 網上圖片

■安仔透露演唱會上有大型跳舞環節。

不知鄭嘉穎新緋聞
周麗淇自嘲out

■樂基兒(左)聯同周麗淇(中)與王曼喜出席時
裝品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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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影中尋回自己的過去從電影中尋回自己的過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愛情劇

情片《念念》前日在深

圳舉行發布會，導演張

艾嘉攜主創李心潔、張

孝全、柯宇綸出席。該

片延續了張艾嘉電影一

貫的「家和愛」主題，

在片中飾演母親的李心

潔提起片子「和解」的

核心含義時，不禁回憶

到自己的過去，透露自

己人生遇到的最大挫折

是和父親的心結，為此

她寫了一封長信向父

親表達愛意。

■李心潔指現實生活中太愛自
己的女兒了，會給她留下最好
的。 資料圖片

■■張艾嘉稱會張艾嘉稱會
堅持把文藝片堅持把文藝片
的 路 子 走 下的 路 子 走 下
去去。。 李薇李薇 攝攝

■■梁洛施梁洛施((左左))自言重回片場上演激吻戲自言重回片場上演激吻戲，，仍可輕鬆仍可輕鬆
面對面對。。

■李心潔與張孝
全出席發布會，
分享拍攝心得。

李薇 攝

■小齊特別為舒淇送上驚喜生
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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