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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創立車隊着重傳承

菲律賓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郭富城（Aaron）昨日現身珠海國際賽車場

城城 與方媛

出席車隊成立發佈會， 正式宣佈車隊命名為「富盛車隊」， 並聯同車隊法

計劃

籍 車 手 Olivier Lombard 為 戰 車 FRD LMP3 主 持 揭 幕 儀 式 。 Aaron 表 示
「盛」字有開枝散葉的意思，而個人開枝散葉都同樣重要，坦言正在計劃
中。
■成為車隊經理
的郭富城在現場
親身打點。

開枝散葉
■郭富城聯同車隊法籍
車 手 Olivier Lombard
為戰車FRD LMP3 主持
揭幕儀式。

■方媛極有可
能真正當上
「城嫂」。
網上圖片

郭富城昨日於珠海國際賽車場泛
珠三角超級賽車節，宣佈以車

隊經理身份將帶領「富盛車隊」出
戰極速先鋒系列賽。 問到車隊投
資了多少錢？Aaron 笑說：「有
投資， 自己投資晒落去，車隊
呢個夢想一直好想實現， 今次
亦有親身選拔車手，除了法國
車 手 Olivier Lombard
外，亦會選拔
其他中國車
手，（要有什
麼條件，可要似你
咁靚仔？）要有潛質， 好
似 Olivier 來自法國浪漫啲，技
術好，揸車快， 吸引年輕女車
迷。」Aaron 透露車隊將出戰極速先鋒系
列賽，但要以工作行先，若遷就到檔
期，會將精神及力量賦予車隊， 要是自
己可參與一份都是賺了，賽車技術都提
升， 吸引更多觀眾支持，但至今仍未有
機會試 LMP3 全新車種，首場賽事將於 5
月開始，希望5月初可以試車。

認賽車技術不及小志
說到林志穎（小志）亦有車隊落場參
加極速先鋒系列賽， Aaron 表示自己亦
好期待，之前大家因拍攝真人騷《 我們
十七歲》而成為好友，知道他熱愛賽車
活動，自問技術不及他， 都有向他請教
賽車上的事，他得意的說：「我唔知小
志請咗咩車手， 但今日佢知我請咗個後
生靚仔車手，夠晒煞食，（約小志鍊
車？）睇緣分喇，相信同場會較量，我

技術一定冇小志咁好，呢個係事實。今
次同小志較量，我會傳短訊叫佢唔好揸
咁快。」

車隊名紀念爸爸
問到他如此熱愛賽車，媽咪及女友可
擔心？他認為賽車反而安全：「 喺賽道
永遠唔會有對頭車，唔會有人飲咗酒揸
車，會做好安全措施，有專人指示，比
馬路安全，都賽咗咁多年，朋友家人都
習慣晒。」他又透露車隊首次出賽，都
希望女友方媛能出席打氣， 但他還要拍
電影，未知能否落場。

子丹公開人生格言：

聽老婆話一定有發達

方媛「攻城」後再創立品牌

台上Aaron提到車隊名時，表示「盛」
字有開枝散葉的意思， 他指還有另一意
思：「盛字係紀念以前爸爸金行個名，
有一種傳承的意思，唔單止自己，還可
以孕育好好嘅年輕車手，至於個人開枝
散葉都好重要，plan緊。」
另外，曾在電影飾演步驚雲的 Aaron，
問到可有留意鄭嘉穎在舞台劇中的步驚
雲造型？他反問：「 步驚雲有好多造型
咩？冇睇，但我同謝天華、阿譚（譚耀
文）都係好朋友，祝舞台劇演出成
功。」

■方媛上月的
一句話惹來有
喜之說。
喜之說
。
網上圖片

陳浩民等無綫召喚回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陳浩民夫
婦、陳琪、高皓正和李霖恩等人昨日出席
迪士尼電影《美女與野獸》的宣傳活動，
由「電影舞蹈工作坊」的小朋友學員表
演，大會原有邀請楊思琦到來，因她的女
兒有參加演出，不過因溝通方面出現問
題，思琦未有亮相。
由於細女年紀尚小，陳浩民只帶兒子和
兩位女兒到場，現場見他的囝囝十分活
躍，浩民笑指他可能見人多特別興奮，平
時就不愛作聲。提到《美女與野獸》有同
性戀情節，已看過電影的浩民表示接收不

到這個訊息，也稱沒有收到子女就讀的學
校通知要罷看，他說：「我就看不到有任
何暗示，其實子女仍細個，有都不會看得
明，他們看戲時都睡了大半場。」提到張
衛健返無綫拍劇，問到同扮演過孫悟空的
浩民何時回巢，他說：「我一直都話返
去，他們都有找過我，只是時間上夾不
到，我隨時等他們召喚。」
曾公開表示反對同性戀的高皓正，表示
仍未入場看戲，也視為一個好機會教導子
女不要歧視別人，他說：「我不會說反對
或支持，會尊重每個人的選擇，不同地方

千嬅認「華星三寶」想重組
■李慧詩是第二次入
馬場。
■在很多事情上，子丹通常
都聽太太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宇宙
最強」甄子丹素來都是愛妻號，對太太汪
詩詩千依百順， 他人生格言是「聽老婆
話一定有發達」，也提醒各男士謹記這金
句。
子丹以打吡大使身份，與太太汪詩詩
出席沙田馬場的《 寶馬香港打吡大
賽》，其他出席嘉賓有香港女單車手李慧
詩、蔡加讚、汪圓圓、楊婉儀及王瑞勳、
Ana R.、江碧蕙等。子丹表示：「愛駒
『宇宙車神』無份出賽，仍需努力，要在
自己級別中取得更好成績，（會否再買新
馬？）都是玩吓，不是太識，只是跟妹夫
蔡加讚玩吓，都有帶過小朋友去看晨
操。」
子丹也準備小賭落注，志在參與，他
表示：「通常都聽太太講，不論買馬或其
他事情，因為我的選擇都是錯，好似揸車
辨別方向， 我話轉右一定是轉左才對，
（聽太太講會發達？）是呀，男人要記這
金句：『聽老婆話一定有發達』。」

子丹近日忙為電影《追龍》補戲，
所以有較多時間在香港，可以幫手跟進小
朋友的功課，見一下老師和校長，好讓太
太休息一下。他覺得對待小朋友要有個系
統方法，就是不能太嚴和太鬆懈，小朋友
才不會心散，總之比起拍戲更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楊千嬅
和周國賢昨早到香港迪士尼樂園出席聯
合國兒童基金會慈善跑，兩人均落場應
戰，惜因天公不作美，千嬅不敢發力怕
引起哮喘發作，最終未能在自己目標時
間內完成，不過千嬅就當是減肥，不想
再被誤會肥到「有喜」！
千嬅挑戰10公里賽事，最終以1小時
05分35秒完成，相較預期目標慢約7、
8 分鐘。賽事後千嬅全身濕透，要先到
酒店沖熱水涼換衫再回來受訪，她表
示：「人到中年，怕會受涼，因天氣潮

李慧詩不敢騎馬
李慧詩是第二次入馬場，對賭馬沒有
研究，上次也是跟朋友落注，結果敗北而
回，問她有否興趣學騎馬，她笑說：「
我所見的騎師都很輕磅，我重磅得多不敢
騎上去，或者可以做馬主。 」
香港首位華人女騎師江碧蕙與法籍未
婚夫 Jerome 雙雙出席活動，兩人將於下
周二舉行婚禮，江碧蕙透露因沒有請婚禮
統籌， 很多事要親力親為。與前夫育有
兩子的她表示：「兩個兒子到來已是最大
驚喜，今次婚禮不會太鋪張，只有十圍，
招待 120個朋友，所以叫朋友不要帶另一
半來，幸得他們體諒。」

香港文匯報訊 2015 年一幅車內拖手
照轟動全城！郭富城公開認愛，方媛
（Moka）有機成為「天王嫂」，令她
身價大升。現年28歲的方媛，本為上海女模，她曾於
2012 年在香港推出寫真集，後隱退模特圈子。2014
年1月，以性感路線寫真復出。向來時裝觸覺敏銳的
方媛，不時在微博分享時裝心得，去年5月更創立了
個人品牌店「Fvan Kom」圓夢，可謂事業愛情兩得
意。城城近年不時透露有意成家立室，二人傳出好事
近，方媛上月貼出近照，更留言稱「有一點小變
化」，惹來懷孕之說，但城城及後否認其事。

"

■楊千嬅

濕，氧氣不足，抖不到氣，也不敢發
力，怕哮喘發作。剛才見到有黑雲在對
面海飄過來，心知不妙，所以在衝線時
先發力，跑到『內膽』濕透，也不錯，
可以減肥， 因新年後胖了很多。早兩個
星期肥到令人誤會我有喜，我都想，但
不容易，加上之後要應付宣傳工作，我
是中央肥胖，肥到跌落死海鹽湖都很難
浮上來，現時減掉3磅，尚有10多磅先
達標，女人年過30最緊要皮膚緊緻，但
生過小孩後肚皮鬆鬆哋，如果夠緊緻可
以bra top出來，哈哈。」
有消息指千嬅，梁漢文、陳奕迅有意
合體「華星三寶」開戲， 千嬅坦言：
「我們聚會時有傾過，想推出合唱歌，
但因不同唱片公司，Eason 話諗吓計，
但諗了好耐都無回覆。我們又想拍《三
成故事》，講香港情懷發放正能量，講
我們任何事都做三成 ，但酬勞就收
足。」
周國賢首次參加半馬賽事，以2小時
15 分 16 秒完成，跑完後被同事指臉青
青，他表示：「前一晚緊張失眠，擔心
天氣不穩，又沒有練開跑，怕在比賽中
途暈倒，最初8 公里時便留力，不敢跑
太快，其間不停被人爬頭，激氣之下便
在十公里開始狂跑。現在感到雙腳乏
力，要吃麻辣火鍋補數。」

■ 陳浩民夫
婦只帶兒子
和兩位女兒
到場。
到場
。

有不同法例，會尊重法律，我本身都好喜
歡迪士尼的故事，也相信電檢處對電影的
評級。」雖然一對子女年紀還小，但高皓
正表示已開始教育性知識，他說：「會教
小朋友認識身體，接受自己的性別，我主
張小朋友出世之後就教，要保護自己重要
部位，也要尊重別人不要亂摸。」

基仔澳門騷唱金曲緬懷「哥哥」
香港文匯報訊 古巨基
前日到澳門開騷，送上
《愛得太遲》及《好想
好想》等經典情歌。今
年適逢「哥哥」張國榮
逝世十四周年，在演唱
■古巨基
會當晚，基仔更是傾情
獻唱哥哥的金曲《當年情》，與一眾樂迷共
同緬懷張國榮。音樂會尾聲，基仔邀請全場
樂迷一齊大合唱《情歌王》，氣氛被推至最
高潮。

闊 太 飯 局
香港文匯報訊名媛邱詠賢日前慶祝生日，黎
姿、李嘉欣、徐子淇等亦有出席祝賀。這場華
麗飯局上，見今年一月升格為上市公司主席的
黎姿性感露香肩，與全黑現身的「千億新抱」
徐子淇、穿上毛料上衣的「大美人」李嘉欣敘
敘舊，黎姿更不時拿起手機自拍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