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孫耀
威（Eric）前日出席PS4記者會，並與
兩位電競美女等組隊即場與電競愛好
者組成的專業團隊進行對戰，最初Eric
一組輸了，後來反敗為勝贏回一局，
而前日他的外甥Isaac亦有到現場為他
打氣，表現比舅父還要興奮，又指舅
父的表現仍有進步空間，Eric亦指平日
外甥打機比他叻。
Eric 指外甥是妹妹生的第一個兒
子，在家中可說是萬千寵愛在一身，
他亦視外甥如親生仔一樣愛錫，每星
期都會有一、兩天陪他打機。問到女
友陳美詩可會陪他打機？Eric說：「初
時女友都好嬲，因為我打機就六親不

認，現在就教女友帶着立體模擬眼罩
打戲，仲打到好投入，我就樂得耳根
清靜。」他又稱見到外甥那麼大都想
有個小朋友，而兩個妹妹都是生仔，
不知自己會生仔還是女，他又笑說：
「生女怕有報應，個老竇以前太花心
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佘詩曼、汪圓
圓、方健儀與陳倩揚等人前日出席關注乳癌活
動，齊齊宣揚乳健訊息。阿佘坦言以前忙於工作
不懂照顧自己，連睡覺的時間也沒有，但近年開
始聽到身邊有朋友患上乳癌的消息，所以也開始
關注自己的身體，堅持每年做一次身體檢查，為
免尷尬也會找女醫生較方便。
問到阿佘現在會否減少工作來保養身體？她
說：「會保持心情樂觀，現在的工作都是自己喜
歡、有意義的才會做，否則會很忙碌，沒有私人
時間。」已單身一段時間的阿佘笑言熱切期待有
新戀情，直言愛情會令人靚和有滋潤。笑指她是
否要求過高找不到伴侶，她笑道：「我已是鑽石
級盛女，現在要等緣分來，相信很快有這一日，
媽咪也不心急，因為知道我生活開心。」
汪圓圓表示在加拿大時曾學習按摩乳房，也有
定期去做檢查，她說：「可能中國人較保守，但
夫婦、情侶間如發現對方有問題時應要提出，因
為正常自己不會檢查住自己。」
另外，無綫新聞主播
余浩宗傳因髮型問題遭
「炒魷」，更在報道新
聞時雙眼通紅。雖然無
綫澄清沒有解僱他，但
又不用他上班，事件令
人摸不着頭腦。前無綫
新聞主播方健儀表示不
認識余浩宗，但有留意
報道，她說：「疑團是
否真的因為頭髮而眼紅
紅，眼紅紅都有好多原
因，因為我以前都有嚴
重鼻敏感，我不信是因
為髮型問題，我也一知
半解。」方健儀稱以往
做主播時在儀容方面沒
有大問題，也未曾被上
司責罵過，只要整齊端
莊就可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無綫
全新飲食節目《街坊廚神舌戰東京》
於周日晚首播，主持金剛與小儀聯同
助手張秀文、陳婉婷及周奕瑋等前日
齊出席宣傳活動。
小儀取笑金剛愈來愈胖，金剛坦言
肥了個半碼，從72公斤增磅至今超過
85公斤，感覺肥了，人也鈍了，過海
關時都被關員搜查腰間位置以為他放
了個袋在內。問他是否失戀後自暴自
棄，他笑說：「不會，沒為甚麼事，
人生一次，要活在當下。」他還笑指
自己似頭獵犬很敏感，對女生更會使
出一雙鷹眼去注視。提到他笑張秀文
穿得衫多？金剛笑說：「着了衫她就
沒賣點，要拿出她的特點，令我們收
視多一點也好。」
張秀文前日一身和服相當密實，她
死撐自己仍然是玲瓏浮凸，且不要看
她外表新潮，她內裡是很傳統。她笑
言跟金剛合作時，對方只當她兄弟

般，可能不是他杯茶。金剛沒留意你
的身材？張秀文笑說：「他有說過我
身材OK，不過都常叫我上節目着少一
點，所以應該與身材無關，是性格上
他放棄了我，便跟我講麻甩佬嘢和咸
濕嘢，之前他還去買好多玩具送給男
性朋友，當然沒送給我，沒對我那麼
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現年69歲的鄭少秋
和粵劇名伶尤聲普前日獲演藝學院頒發榮譽院士，
兩人穿上院士袍戴上四方帽，狀甚莊嚴，而前來觀
禮席上客有陳寶珠、梅雪詩、何超瓊。
秋官自知不是讀書料子，從沒想過會穿上院士

袍，看到自己這模樣感覺挺得意，他自言：「記得
我爹哋知我學戲時，他希望我讀成書着件袍，其實
我做戲也是努力學習，都想跟爹哋說『我是很努力
學習』，現在總算學成被大家肯定。」秋官已準備
在家吃頓飯慶祝，而太太沒到場支持，秋官笑謂：
「她太過高興，留在家準備豐富晚餐。」
問他會否跟女兒欣宜一起慶祝？秋官被一言驚
醒道:「係喎，她做完演唱會都未見過面，她的個
唱很成功，大家一齊慶祝。」不過秋官相當低
調，未有告知欣宜獲得院士的喜訊。

父女間未談過感情事
欣宜早前的兩場個唱，秋官都有捧場，他給女兒

88分，其他分數是給她有進步空間，秋官認為在製
作上可以更好，因這次不是很大製作，再配合更好
製作便可以加分，不過他大讚女兒在氣氛和掌握環
境上做得不錯，很容易帶動到觀眾，反應很好。問
到會否父女檔合作，秋官笑謂：「大家唱法歌路不

同，我唱她的歌，她要唱大俠歌，都要夾一下。」
欣宜自爆曾向男友跪地求復合，問到秋官有否致電安慰？他謂：「我們

最近沒見面，她剛做完騷很辛苦需要休息，加上她有不少朋友，等她定下
來慢慢安排，（擔心她被男仔欺負嗎？）仲未了解，聽到她這樣說很不開
心，但感情事很難講，（兩父女很少談這些話題？）女仔較為喜歡同媽咪
講感情上的事，我又不擅於表達，仍未打開她感情的話匣子，所以不會向
我申訴，其實男女之間感情不是一、 兩次便順利，兩個人一起是很大學
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曾國祥執導的電影
《七月與安生》日前於觀塘一間戲院舉行特別場，
衛詩雅、陳家樂、麥子樂及方皓文亦有到場支持
外，國祥的媽咪亦有入戲院捧兒子場。
影片在下月舉行的台灣金馬獎中獲七項提名，其
中曾國祥獲提名「最佳導演」，問他得獎信心？他
說：「係零信心，女友雖然有鼓勵，但眼見其他導
演咁犀利，自己連有份提名都冇諗過。」他又稱仍
未揀好戰衣，但到時會帶女友王敏奕與爸爸及家姐
曾寶儀齊齊行紅地毯。問到爸爸對他有何贈言？他
說：「佢叫我小心啲下一部戲，唔好急，慢慢嚟，
因為好多其他劇本掟過嚟，要小心考慮，唔想為拍

而拍。」
衛詩雅表示一直很想睇《七》片，對於影片題材
涉及女同性戀，她回想起中學時期有一位同性好
友，大家更好得經常去對方屋企一齊瞓覺及一起洗
澡，出街亦會拖手。她指之後大家都有男朋友，但
都會互相呷醋，詩雅說：「她的地位連我男友同老
公都不能代替。」她指現時這位朋友亦有去她屋企
過夜，問到是否仍一起洗澡？她笑說：「我肯，如
果對方提出我都會答應，因為佢係一齊成長嘅伙
伴。」問到詩雅可有問過好友是否鍾意自己？她
說：「有問過，我仲話如果大家搵唔到男朋友就一
齊生活，但大家都知唔係嗰回事。」

孫耀威認花心 憂生女有報應

張秀文衣着密實遭金剛嫌棄

曾國祥預告帶女友行金馬紅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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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佘期待愛情滋潤

■■佘詩曼佘詩曼

■■陳寶珠和梅雪詩觀禮陳寶珠和梅雪詩觀禮。。

■■秋官與尤聲普互相獲演藝學院頒榮譽院士秋官與尤聲普互相獲演藝學院頒榮譽院士

■秋官自知不是讀書
料子，從沒想過會穿
上院士袍。

■■孫耀威指外甥打機比他叻孫耀威指外甥打機比他叻。。

■■金剛金剛

■■曾國祥曾國祥((右二右二))獲多位好友支持獲多位好友支持。。

■■小儀小儀 ■■張秀文張秀文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植植）現年
34歲的韓流天王鄭
智 薰 （Rain） 憑

2004年與宋慧喬主演的電視劇《浪
漫滿屋》而為香港人熟悉，然後事
業走上高峰。2013年退役後，去年
開始展開「王者歸來 Rain 亞洲巡迴
演唱會」再次活躍，今年1月在港開
騷，吸引大批歌迷支持。
前日Rain再次來港，近30名粉絲
一早到場接機，現場還有10多個保
安同工作人員，排場十足。粉絲自

備了寫着「HK love Rain」的閃光
版，又準備小禮物送給Rain。
前日早上11時許，頭戴冷帽、太

陽鏡，全身黑色服裝的Rain出閘，
一見在場久候的粉絲，就主動走近
他們簽名，之後他臉帶笑容接過品
牌高層送的鮮花。他行去停車場其
間，被大批粉絲及記者圍着，場面
混亂。

「黑雨」冧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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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Rain以全黑以全黑LookLook抵港抵港。。

■章子怡產
後風采依然，連
Rain 也 偷

望。

傍晚約6時41分，Rain乘
坐勞斯萊斯到場，並由

Nirav Modi 親自接送，甫落車在
場逾2百名fans即舉牌發出歡呼聲歡迎

Rain到場，穿上黑西裝、紅色呔及紅白色袋
巾的Rain經過fans區時更友善地報以微笑向
fans揮手及鞠躬，之後在佈景板前影了兩分
鐘相便入店舖內參觀。未幾到章子怡乘坐勞
斯萊斯到場，同樣由品牌老闆親自接送。
產後首次來港公開亮相的章子怡明顯修身
成功，身穿米白色裙，戴上Spring Delight
綠寶鑽石項鏈、耳環及Maharani綠寶石戒
指，共88卡綠寶石、48卡鑽石的她，將頭
髮盤起梳成髻，打扮高貴。章子怡又帶笑向
現場fans揮手，品牌老闆致辭時，並排而企
的阿Rain與章子怡交談了一分鐘。
之後Rain接過品牌送上水滴造型的鑽石
胸針，並以英文說：「我好開心來到，好開
心被邀請出席活動。」之後到章子怡致辭，
她說：「謝謝大家，好久沒來香港，今次覺
得特別美好，心情亦不下一樣，覺得很開
心，謝謝邀請我來，亦好開心，happy to
meet Rain tonight。」司儀又提到兩年前在
澳門活動見過子怡，但她現在已變了媽媽。
章子怡就以英文回答：「Life is wonder-

ful. 」大會再送多份手鏈禮物給她的女兒。
進行剪綵後，Rain並未有接受訪問，便返回
店內，前後逗留了17分鐘。

親身爬地教女
身為國際影后的章子怡，雖然有接受傳媒

訪問，但大會就規定只可發問5條問題。問
到章子怡前日收到母女手鐲，平日是否也有
很多母女裝？她承認說：「是有很多，現在
買東西先看小朋友，有適合的都會買。」誕
女後，她很少公開露面，問到是否忙於當媽
媽？她笑道：「現在要做稱職的媽媽，有很
多東西要做，要給女兒讀書，餵奶、哄睡
覺，女兒現會在地上爬，為讓她多爬，自己
就爬得快點，她就跟我爬快點。」問到醒醒
快將一歲，能講甚麼單字？她透露女兒識講
很多字：「她識叫爸爸、媽媽、奶奶、bye
bye，因為每日都講，還有貪睡。」說到她
又扮女兒躺下的動作。問到女兒先懂叫爸爸
還是媽媽？她說：「是爸爸，(可會吃醋？）
沒有。」至於怎樣慶祝女兒一歲生日，會否
來港？章子怡說：「女兒未來過香港，亦未
想到慶祝，亦不想搞大型派對。」

望跟學友合作

章子怡剛欣賞過張學友在北京的個唱，她
自言很喜歡學友，並大讚看他的演唱會很感
動：「每一次聽學友大哥的歌都有不同的意
義和感受，在後台見到他特別盡職，他已做
得非常好，但仍然對自己不滿意，想做得更
好，自己亦上了一課。」問到會否想跟學友
合作拍戲？她坦言當然希望：「希望在電影
上合作到，相信他會像舞台上一樣有光彩及
專業。」
子怡的老公汪峰與前妻育有一名女兒小蘋

果，問到她買禮物時，兩姊妹的是否都一
樣？她說:「對，姐姐和妹妹都一樣，（兩姊
妹的感情如何？）姐姐很愛妹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梁靜儀）國際影后章子怡去年

誕下女兒醒醒後，前日首次來港出席公開活動，聯同韓國天王鄭

智勳（Rain）到尖沙咀出席頂級珠寶Nirav Modi 1881 Heritage

國際旗艦店開幕典禮擔任主禮嘉賓。活動上品牌創辦人Nirav Modi

送上全球唯一一對母女Embrace手鐲予章子怡，寓意母女情深，女

兒亦獲贈手鏈，而Rain則獲贈鑽石胸針。

產後首訪港 開心見Rain

學語先嗌爸
■■章子怡獲贈全球唯一一章子怡獲贈全球唯一一
對母女對母女EmbraceEmbrace手鐲手鐲。。

章子怡章子怡 愛女爆

■■阿Rain落車時群情洶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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