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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朱千雪聯同
電影《出貓特攻隊》第二女主角、泰國女演
員Oomeisaya（Oom）到尖少咀出席銀行發
佈會。穿上紅裙、貌似「泰版」朱千雪的
Oom以廣東話跟大家打招呼：「大家好，我
係Oom。」，惹來在場男士起哄。千雪在台
上玩填字遊戲時，被問到與身在外地的醫生
男友如何維繫感情時，她表示要花時間維
繫，否則感情會丟淡。之後大會又安排千雪
與Oom在台上自拍合照。
活動上，被司儀問到人生有什麼重要時？

Oom說：「工作、愛情、家庭對生命都好重
要，自己夢想做演員，亦不想放棄藝術。」
除了工作還要讀書的她，表示有時會以畫畫
及冥想讓自己放鬆一下。她又即場在一幅維
港夜景畫作上填色送給大會。
之前《出》片演員來港宣傳電影時，Oom

未有前來，她解釋當時正在拍攝兩部戲，所
以未能來港。Oom昨晚完成工作後便要返回
泰國，首次來港的她透露想多留幾天：「最
想去迪士尼玩及行街，想體驗香港人生活方

式，前晚就去咗半島酒店吃中菜，好好食，
想再食多幾次。」提到林作表示對她一見鍾
情，Oom表示不認識對方，但也想認識他，
更說：「希望佢可以一路follow我。」Oom
自言目前單身，又大讚香港男仔白雪雪、眼
細細好可愛。

千雪想拍港版《出貓》
朱千雪大讚Oom靚女又有禮貌，更識講幾

句廣東話。對於被人覺得似「港版Oom」，
她感到很榮幸。千雪表示有提議Oom周圍去
玩，並向對方推介香港街頭美食，如雞蛋仔、
牛雜及魚蛋。說到Oom來港後去了半島酒店
吃中菜，千雪就說：「咁遠來到食半島？我都
無去過半島食中菜，下次帶埋我去，我都好耐
無去泰國，下次去到希望佢可以陪我。」
千雪亦有看過Oom的《出》片，笑言如開

拍港版《出貓特攻隊》可以找她演出，並感謝
對方帶挈她有工作。問到讀書時期可試過「出
貓」？千雪坦言沒膽試，又認老套，覺得讀書
是要畀心機，但讀書只是人生一部分。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李思穎）郭
羨妮、向海
嵐、陳爽昨
日出席護膚
品牌活動。
曬得一身古
銅膚色的郭
羨妮早前與
老 公 朱 少
杰、5歲大囡
囡Kylie、媽
咪和屋企人
外遊，玩足
整個暑假，

他們先到布吉7天享受陽光與海灘，緊接再
到溫哥華兩星期，玩至放完暑假才回港，盡
興而歸，疲累不堪。
她透露小朋友已經開學，但並不輕鬆，因

要着手為囡囡搵小學，「揀學校如像shop-
ping，不停地搵，都搵了約十間學校，之前
以為搵3、4間便算，沒想到這樣誇張，原來
個個都揀十幾間，加上明年龍年特別多小朋
友入小學，自己都驚到個心噗噗跳。我會先

申請本地學校，首選是我母校，之後選直資
私立學校，最尾先國際學校。（入你母校有
分加？）有，但學位太少。」早前她在社交
平台放上自己入讀小一的照片，她笑說：
「很多人說我同個女很似樣，連囡囡睇完都
話似，（將來囡囡可以參加港姐？）個個都
這麼說，但先讀好書，不過她很有表演
慾。」問到會否接拍真人騷？她謂：「都可
以，可以給小朋友有見識機會，（一家三口
沒問題？）這要看老公的檔期，他真的很
忙。」之前說過想追多個囝囝的她笑言：
「有努力，但無消息，可能太過緊張，現時
都不想太多，會照接工作。」
向海嵐低V性感打扮現身，下月2日便是她
43歲生日，她說：「未諗點慶祝，因剛做完舞
台劇，都想去旅行休息下，（生日有否異性朋
友相約？）無呀，好失敗，都會想拍拖，但緣
分很難講，隨緣啦，（擇偶條件？）要錫我和
屋企人，要愛小動物和有愛心。」
陳爽透露剛從北京出席完朋友的婚禮返
港：「我做姊妹、老公做兄弟、大仔做花
童，都有帶埋細女去，自己累透，3日睡不
足10小時，老公都有幫手湊小朋友，可是老
公在婚宴當日飲醉酒，所以我好似要照顧3
個小朋友，回程時累到像殭屍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鍾景輝
（King Sir）、謝君豪、菊梓喬（Ha-
na）及陳明憙昨日出席港台《聲音的力
量》記者會。之前聲演過不同書籍的
King Sir，表示很喜歡聲演，因可以了
解書本的作者、內容、風格及寫作節
奏，好有趣，再運用把聲將訊息傳遞出
來，是一個好開心的演繹方式。
問到聲演與演戲哪樣較難？King Sir

認為各有各難：「演戲要注意埋肢體動
作，加埋個樣，聲演係靠聲（今次聲
演，可有勾起你戲癮？）演戲有5、6個
星期排戲，聲演只要了解咗內容同作者
用意，用把聲將內容傳遞畀聽眾就
可。」曾接受過大腸癌手術的King
Sir，透露早前為無綫台慶劇《誇世代》
客串了一集，問到是否拍劇太辛苦，所
以不會拍劇？他說：「如果太辛苦、太
夜我驚身體頂唔順，等身體強返啲先再
拍多啲，現在有時間都會唞多啲。」他
透露11月會為萬梓良主演的舞台劇《小

井胡同》做導演，今次因還有另一位導
演，有兩個人做可以分擔一下。問到是
否8場都會監場？他笑說：「演出時就唔
到我講嘢㗎啦。」
Hana自言經常會讀錯字及被批評有

懶音，所以現時唱歌，每次收到歌詞
就會自己查字典拼音。另外，她表示
最期待的《使徒行者2》片尾曲剛推
出，她感激公司將一首靚歌給她，班
底又好好，覺得首歌真的幾洗腦，她
亦有追看劇集。

鍾景輝怕太辛苦
客串一集台慶劇

■■鍾景輝鍾景輝((右右))偕戲劇門生謝君豪出席偕戲劇門生謝君豪出席。。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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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開心當正是大日子，而囝囝亦有
哄人的本領，曾獲囝囝跪地送玫瑰甜
品，直頭甜到入心。
嘉欣穿上露肩裝出席餐廳的開幕

禮，她透露平日喜歡與小朋友親子煮
食，好似蛋糕和煎牛扒，因小朋友都
喜歡有參與感。嘉欣最拿手是整日式
餃子，老公最喜歡食，但她自言很懶
不常整，「通常特別日子先會出殺手
鐧，囝囝就特別想見到我整給爹哋
食，他會表現得開心興奮，如同大件
事般，成屋走，又會忍不住告訴爹

哋。我覺得他很天真好純，囝囝都有
整過玫瑰花形狀甜品給我，還跪地給
我，我好冧呀。」

笑兒玩魔術穿崩
問會否與囝囝拍真人騷，嘉欣謂：

「他剛開學沒太多時間，況且參與真
人騷的小朋友年紀較細，他應該超
齡，但他都有些表演慾，很想受到大
家注意，又鍾意玩魔術，雖然有少少
穿崩，但可愛已經加分。囝囝在學校
所選的興趣班，首位是魔術，其次是
研究中華飲食文化，囝囝覺得這一科
會有得吃，他好鍾意吃，但吃極都不
肥，可能遺傳我和爹哋的基因，（囝
囝會在女同學前表演魔術？）他讀男
校，無女同學，所以便表演給我看，
還會在舊同學和鄰居面前表演，（玩
魔術氹爺爺嫲嫲？）不用氹，囝囝一
出現，他們便笑到見牙唔見眼。」
嘉欣透露近日又抽到新馬，希望會
有好成績，至於改名一事便交由老公
負責。說到日前馬季開鑼，老爺許世
勳旗下愛駒「估惑」大熱倒灶，未能
完成一百場頭馬創舉，嘉欣表示都有
些失望，好想老人家開心，希望快些
締造這個紀錄，不過跑馬好難講。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電影製片家
協會董事局按照「美國電影學院」
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之選片
準則，決定推薦由黃進執導，曾志
偉、余文樂、金燕玲、方皓玟等主
演之電影《一念無明》，代表香港
角逐「第90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
語片獎」。
據知，最後入圍之4部影片包括
《追龍》、《擺渡人》、《七月與
安生》及《一念無明》，後者最終
獲選出代表香港參加角逐。
《一念無明》自3月上映以來，
除了先後入圍多個國際電影節，包
括為唯一港產電影入選多倫多國際
電影節，導演黃進更加勇奪金像金
馬最佳新導演及金燕玲為其雙料最
佳女配角。黃進表示：「收到這個
消息很開心。在此再鄭重感謝各
位參與的主創成員、工作人員，
以及無論是創作又好，發行也好
等各個崗位的每一位同事，亦很
感謝幾位我十分敬佩的主演。同
時，我亦很感謝觀眾，因為觀眾
是整齣電影最重要的一部分。這
個消息是一個很大的祝福，對我
而言是一件很幸運的事。但我們不
會因此而停下，我們會繼續學習、
繼續反省，以及繼續做更好的作品
給觀眾。」而金燕鈴則表示很高興
能與黃進、陳楚珩兩位年輕人合
作，能夠參與演出是她的榮幸，這
個消息非常鼓舞人心。
《一念無明》為香港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創意香港於2013年推出的第
一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的勝出
項目，透過電影創作及製作計劃比
賽選拔新秀導演。此項計劃獲電影
發展局支持，並由電影發展基金撥
款資助勝出的新導演及其電影製作
團隊拍攝其首部劇情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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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欣下廚煮餃子
囝囝開心當大日子

郭羨妮盼囡囡讀母校

「真泰」朱千雪同場
Oom望一路被林作follow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
文）李佳芯昨日以《多啦A
夢》中靜香造型出席活動，問
她可有煲電話粥的習慣？她直
認求學時有，更形容當年幾乎
煲到個電話爛，但就否認是與
男友傾，反而是一班女仔朋友
不睡覺玩「多人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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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右起：向海嵐、郭羨妮與陳

爽同是選美出身。

■李嘉欣協助烹調法
國菜 。

■■朱千雪朱千雪((右右))喜見喜見「「泰版泰版
朱千雪朱千雪」」OomeisayaOomeisaya。。

杏兒和Chilam一同接受訪問，Chilam見到對
方自言有種似曾相識感覺，就像當年太太袁

詠儀臨盆在即的樣子，Chilam覺得杏兒鼻子像快
要爆開，十分可愛，他笑說以前覺得杏兒好有侵
略性，現在變得和藹、有種媽媽樣走出來，好有
女性光輝，杏兒聞言笑不停。問Chilam會否傳授
育兒心得給杏兒？杏兒即開口問關於學校的事，
Chilam表示會盡力把所知的告訴杏兒，不過杏兒
讀書好叻，是位高材生，DNA一定都叻。杏兒表
示讀書最緊要開心，絕對不會做怪獸家長，不會
誇張到現在便幫BB搵學校。
杏兒和一班姊妹拍攝旅遊節目《胡說八道真情假

期》正在播映中，Chilam也
有收看，最驚訝是大腹便便
的杏兒在節目中跳舞，杏兒

強調很安全。說到她們為好姐妹姚子羚送上驚喜求
婚，杏兒笑說：「當時靈機一觸，想她找到歸宿，一
直替每個姊妹心急，（幾位姐妹都有傳出婚訊？）快
㗎啦！（是誰呀？）總之快㗎啦！你們到時會知。」
Chilam都忍不住八卦問：「邊個最快？」
Chilam昨日出席另一活動時，認同太太指囝囝
魔童充滿幽默感，是家人相處的潤滑劑。再問他
會否再添多個小朋友？他說：「這個不容易，要
看天意。」

陳瀅願教何猷亨追女仔
早前賭王何鴻燊四太梁安琪表示想兒子何猷亨

與麥明詩拍拖，作為何猷亨前度女友的陳瀅笑
說：「係咩？祝他好運！（你介意嗎？）點會介
意？我沒有感覺，（會否教前度追女仔招數？）
他問我便教。」
提到她另一位好姊妹劉佩玥被指秘撻有米富

商，陳瀅代好友否認其事：「以我所知無此事，
她現在是單身，我們一齊拍劇，如果有富商我一
定知，我們每日都見，她無提過這件事，（她搬
走了？）她從來沒跟我一起住過，至於她有否搬
家便是私人問題，我不能代答，我之前只跟何雁

詩同住，但對方已搬回
家，希望多些時間陪父
母，她情緒沒什麼，好開
心。」
當被問到四太梁安琪
希望兒子何猷亨追前度
女友麥明詩，自己有否
酸溜溜時，林作避而不
談：「唔夠膽答，全部
都係好朋友。」

杏兒爆「胡說八道」姊妹快嫁人

Chilam八卦問：
邊個最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張智霖（Chilam）、

胡杏兒、陳瀅前晚出席腕錶品牌 FRANCK MULLER

25周年展覽的開幕活動，大腹便便的杏兒穿上銀色閃

裙及吋半高跟鞋現身，但見杏兒鼻頭脹脹孕味濃。席

間杏兒大爆「胡說八道會」的好姊妹快將有婚訊傳

出，連Chilam都八卦問：「邊個最快？」

？

■■ChilamChilam稱見到孕婦稱見到孕婦
杏兒杏兒，，就想到當年太太就想到當年太太
臨盆在即的樣子臨盆在即的樣子。。■■傳劉佩玥戀有米富傳劉佩玥戀有米富

商商，，陳瀅代為否認陳瀅代為否認。。
■■湛琪清以超性感湛琪清以超性感
LookLook示人示人。。

■《一念無明》有望揚威奧斯卡。

■■林作避談假設何猷林作避談假設何猷
亨追求麥明詩一事亨追求麥明詩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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