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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陳思行（陳加玲）編劇兼導演的電影《宇宙有愛浪漫同遊》日前舉行全球記者會，
她與戲中演員、韓團 BIGBANG 成員勝利、台灣女星郭碧婷、白冰及王梓軒等出席。勝利為了本片努力學習普通話，
他笑言只需一年便能學到足以談心事；戲中和他親吻的郭碧婷則讚勝利夠“滑溜”。

無吻戲經驗硬着頭皮一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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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郭碧婷
塞班島譜戀曲

當勝利一出場，他便以普通話跟大家打招呼，並
表示初次看劇本已非常喜歡，覺得戲中角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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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真人性格很相似，就像勝利在電影中生活一樣。而
他過去曾拍攝韓國電影及日本劇集，今次首次拍華語
片，他表示自己懂說一點點中文和英文，不過仍視為
新挑戰。
郭碧婷覺得在塞班島取景最為浪漫，她首次跟勝
利合作，看到對方懂創作又會唱歌，拍戲時亦發表自
己的意見，是個好玩的人。勝利坦言拍攝之初是很害
怕，因自己拍戲經驗不多，所以會叫“碧婷老師”幫
他，對方也給予很多建議。能與美女合作，勝利指每
天都感到很開心。他又稱其實早於七、八年前已開始
接觸外語，今次拍戲更花了三個月去學普通話，不過
他堅持不求翻譯，遇到不明白地方會向現場的人發
問，他笑謂如給他一年時間，就可跟大家以普通話談
心事！

未拍過接吻戲好緊張

■陳思行（右二）熱愛電影，今次難得再執導演筒。

到後來受訪時，勝利被問與郭碧婷拍接吻戲會否
尷尬，他笑答：“拍攝時不能NG，因我跟她說自己很
緊張，沒有拍接吻戲的經驗。所以我們是要一鏡完成，
要努力呀，她也同意的！”郭碧婷也表示拍這場戲不感
尷尬：“他很好相處，也好‘滑溜’！”被叫碧婷老師
會否很尷尬？她笑說：“我覺得害羞，因他較資深！”
勝利即謙稱：“其實演戲經驗我並沒很多呢！”

談到最難忘的片段，郭碧婷指在塞班島時每天都
很浪漫，愛情每天在加溫提升。那有否愛上勝利？她
笑說：“當刻我蠻喜歡他！”不怕勝利的粉絲會吃
醋？勝利幫口說：“我的粉絲非常喜歡她！”郭碧婷
亦笑說：“我最怕他的粉絲，但也過關了！”勝利又
表示戲中有場戲是郭碧婷考驗自己，要證明愛她，並
要勝利落水游泳，結果他真的跑到水深及頸的地方
去。郭碧婷大讚他勇敢，因要遷就最漂亮的光線，所
以走到那麼深。

現單身笑指“要努力”
談及 BIGBANG 另一成員太陽結婚，勝利表示給
他們唱歌祝賀，但沒送禮物。“兄弟不用送禮！”那
麼何時輪到勝利結婚？他搖搖頭說：“我沒有拍
拖！”記者指着身旁的郭碧婷叫他考慮，他笑着點
頭：“要努力！”
陳加玲改回真名思行，她表示不再演戲也不用藝
名，感覺也舒服一點，也還真我個性。提到今次已非她
首次執導，思行表示在 20 多歲時已執導過《灣仔之
虎》、《三個相愛的少年》及《那有一天不想你》等電
影，只是當時均沒出自己名字。之後她離開娛樂圈轉投
金融界，現看到電影市場好了點，加上一直喜歡電影，
所以才再嘗試。而此次她原本邀請杜可風做主帥，但他
與法國團隊意見有分歧，最後她選擇杜可風，才以老闆
身份再去主持大局兼任導演。

■郭碧婷（右）沒對勝利反感，而勝利對演出吻戲則感到緊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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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詠麟撐“表妹”場 訪亞視作客清談秀

梁詠琪關心女兒健康
針藥食療雙管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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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子彤叫女友別太介意
網民的看法。
則懂叫“Mama、Mum Mum”。“也不知他是
想吃還是真的叫媽媽，但聽到好開心，原來第
一次聽到識叫我們，心情是好興奮的！”不過
此行回港，Charlie也沒帶兒子回來，她也當然
甚為想念，一上機就看照片，一下機就視像。

歐鎧淳或缺席金像獎
“女飛魚”歐鎧淳憑《春嬌救志明》獲
提名金像獎最佳新演員，男友胡子彤有跟女
友吃飯慶祝，他表示替女友開心，知她是以
訓練以外的時間拍戲，辛苦得來是值得高
興。但亦知頒獎禮當天女友要參加比賽，故
未知她能否趕及出席。對於有網民取笑
《春》片中的狗比歐鎧淳戲份還多，質疑應
否獲得提名，胡子彤回應：“網民意見有正
亦有反，不用太過介懷，也顧不到太多。所
以叫了她專心游泳，有工作就做，最重要是
知道自己目標。”又承認女友曾對此感不
悅。

兒子突然鼻塞 孫慧雪嚇到失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李慶全）
梁詠琪（Gigi）、楊采妮（Charlie）、蘇麗
珊、胡子彤、林心兒等日前出席時裝品牌活
動，梁詠琪很高興好姊妹楊采妮也一同到
來，不過之前她倆在一拍攝工作上也聚過
頭，但已是半年前的事。這次 Charlie 赴港，
遇上寒冷天氣，因她現居新加坡應不太習
慣，也知她沒帶一對兒子赴港，何況流感又
在港肆虐。
Gigi 又會否少帶女兒外出？她說：“其實
我已自動給女兒停學有一星期，因看到現時
流感傳染率很高，不過每個父母都有不同決
定，我就覺得健康較重要。加上女兒還只是
讀學前班，上少幾天課也無所謂。”又表示
有聽醫生建議，有為女兒打預防流感
針。問到知否謝安琪（Kay）與一班家
長討論流感疫苗的對話，會否覺得私
人對話被公開好無辜？Gigi 坦言有朋
友傳了該對話給她聽，也覺得 Kay
的原意應是不打算公開的，這都是
始料不及。像 Gigi 也會跟其他媽咪討
論，大家也會有不同意見，不過卻甚
少在組群中傾談，多數是見面時講，會
交流及介紹健康營養食品。
Gigi 強調無論打流感針抑或食療，都是想
加強抵抗力，“我對病菌的認知並不足夠，
也是聽從醫生建議！”至於女兒停學一段時
間，她表示也有向女兒解釋因現在病菌傳播
得好厲害，女兒則說掛念同學，而Gigi怕女兒
留家會悶，也有帶她到一些空曠的地方玩。
清減了的 Charlie 穿黑色圓點透視裙露
Bra Top 秀玉腿，她表示沒刻意減肥，且有前
輩跟她說帶孩子自然會瘦，尤其她生了一對
雙胞胎，覺得照顧他們第一年很重要。所以
寧花時間多了解兩子，安排好他們飲食，所
以漸漸自己也變瘦了。Charlie 又指自己剛戒
餵人奶，感覺餵人奶的過程好神奇，不能想
像自己可做到，特別是自己的一對為早產
兒，令她特別有心去餵人奶，想他們抵抗力
好點。她都有聽從醫生吩咐，不給自己壓力
去做，結果也順利餵到人奶。她透露兩兒子
現11個月大，最近開始很想去玩，常想起來扶
着東西去玩，哥哥還開始懂叫“Papa”，弟弟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思穎）謝安琪
（Kay）質疑流感疫苗
效用的聲帶流出後，引
來社會議論，身為人母
的孫慧雪（雪雪）覺得
每位媽咪均有不同做
法，而她會選擇有疫苗
便幫寶寶注射，以防萬
一。
雪雪日前出席保險
公司活動，在香港銅鑼
灣街頭向途人派發香
蕉，鼓勵市民關注身心
與精神健康。雪雪坦言
照顧小朋友有很大壓
力，日前帶寶寶出外想
打防疫針，回家後寶寶
有點鼻塞，她擔心到徹
夜難眠，擔心自己有哪
些地方做得不好。
對於 Kay 的聲帶流
出後引來很大回響，雪
雪因流感疫苗市面缺
貨，暫還未為兒子注
射。“不知道謝安琪事
件，不過每個媽咪都有
不同看法，都有朋友叫
我別幫寶寶打防疫針和食藥。但
每個媽咪會有自己方法，Kay 一
定有其觀點和立場，我的選擇是
如有疫苗都會幫兒子打針，不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重生後的亞視
日前請來重量級嘉賓譚詠麟（阿倫）參與清談節
目《今晚見》，與主持曾華倩、朱慧敏、樂瞳大
談女人經。亞視對“校長”來臨隆重其事，高層
吳雨和眾主持早在大門等候阿倫，阿倫抵達後曾
華倩已急不及待來個熊抱歡迎。
阿倫表示當晚是他首訪新亞視，上次已是帶樂
隊 Mr.來，大讚新亞視比之前光亮，蜘蛛網也不見
了！是真的重生。專誠來支持“表妹”曾華倩的阿
倫，解釋他們其實沒有親戚關係，只是當年互相的
暱稱，連鄭裕玲和江欣燕都叫“表妹”，他也樂做
大家“表哥”。提到節目中談女人經，問阿倫有何
準備時，他笑道：“我真的不知要講什麼，只是來
撐表妹，或者叫我來扮‘神主牌’豎在節目中。”

曾華倩就甜嘴蜜舌，稱從小就聽阿倫的歌長大，又
讚對方的歌是心靈雞湯，阿倫即說：“嘩，你說的
一番話很耳熟，跟偉仔一樣呢！”曾華倩以為阿倫
拿她與梁朝偉的舊情開玩笑，即尷尬拍打對方，阿
倫之後再說：“我是講曾志偉，很高那個！不用緊
張，哈哈。”

曾華倩怕誤爆秘密
親自邀請阿倫撐場的曾華倩，笑稱自己高薪
是物有所值，她也會為朋友兩肋插刀，絕不過問
對方感情事，但又怕自己口快說漏嘴。提到過往
阿倫拍 MV 都吻盡女主角，惟只有她沒吻戲，華
倩笑道：“可見校長真的吃很多好東西，我指食
物而已。”

沈卓盈拒絕“噁心”求婚

■ 孫慧雪認為每名媽媽都有
其養育小孩的觀點。
其養育小孩的觀點
。
針會擔心容易有流感。其實 Kay
很有心，會傳一些防流感的天然
食療給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沈卓盈
（Jess）、楊潮凱、周志康、王卓淇、陳婉
衡及黎振燁等日前現身馬鞍山出席明珠台
“情濃二月”活動，蜜運中的 Jess 被問與男
友如何慶祝情人節時，她透露想另一半為她
下廚慶祝。“初相識時，男友煮過一次西餐
給我吃，有龍蝦湯及意大利麵，之後就沒煮
過了；不過間中都會為我煮湯丸。”問到會
否希望男友在食物中暗藏求婚戒指？她直言
希望是正常的求婚，不想戒指藏在食物中，
覺得有點噁心及擔心會鯁喉。
Jess 與男友拍拖兩年，承認已有結婚共
識，並早已準備嫁人：“因三個家姐都是
24 歲時結婚生子，我以為自己都差不多，
怎知已過了十年。”

■沈卓盈想在情人節男友為
她親自下廚。

已懂講I love you
有報道指雪雪產後半年仍未
減磅，她笑謂：“任何事都有壓
力，體重都有壓力。我見報道話
我 140 磅，其實這是剛生完 B 的
體重，現在約 130 磅，希望減多
20磅。暫時不會再追（小孩），
萬一積聚更多脂肪會好麻煩。”
談到六個月大的兒子，雪雪即滔
滔不絕：“他開始學爬和轉身，
還懂得跟我講 I love you，我聽到
都嚇一跳。有錄下來，很肯定沒
聽錯。”

周柏豪
未克服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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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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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周柏豪與
顏 卓 靈 日 前 現 身 昂 坪 360， 為 新 推 出 的
360VR 體驗館出席開幕禮，二人同是賀歲
片《捉妖記 2》的聲演男女主角，柏豪說：
“已有 11、12 年未有坐纜車，上次是和老
婆拍拖時來過，看看大佛及吃素。（常拍
戲要吊高，未能克服畏高嗎？）克服不到
呀！要兩日玩一次才克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