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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李慶全）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春茗晚宴 12 日晚舉行，出席者包括古

■ 鄧麗欣覺得
自己已是適當
年紀去性感示
人了。
人了
。

天樂、林家棟、姜皓文、毛舜筠、鄧麗欣、方力申、凌文龍、邵音音、任賢齊及鄧月平等。古
仔專心為演藝人協會工作，而鄧麗欣則難得性感亮相，二人都對角逐金像與影帝影后各
有想法。

Stephy 難得性感透視

古仔落力搞好演協

■ 毛 舜 筠 ( 中)
覺得凌文龍
(左)有望贏得新
演員獎。

扶新秀助老弱
以新一任香港演藝人協會（演
協）會長身份出席晚宴的古天

■ 古天樂花費不少時
間去處理演協事務。
間去處理演協事務
。

樂，跟演協新一屆理事王君馨、王梓軒
等合照，古仔透露當選會長後已有些新方
案，並已跟不同界別人士見面。他也和新
一輩歌手傾談過，希望在歌影視方面也有
所改動，得以年輕化，希望在創作上幫到個
會，令未來路向清晰一點，對大家的工作也
有得着。另外，古仔提到年紀大的一班前輩
也需要醫療上的幫助。

副會長及幹事分擔會務
問到自當上會長後，會員有否增加？古仔
表示之前有些會員失去了聯絡，也擔心他們
有問題而演協不知道，現都由專人去跟進，
會逐步來，估計要花半年去處理。現時古
仔大部分時間都用來重新建立會務，不過
之後自己都要開戲，他說：「會務一個
人是做不完的，幸好有副會長和一班幹
事幫手，也沒壓力盡力去做好個
會！」
古仔憑《殺破狼．貪狼》提名金
像獎最佳男主角，他對此說：
「好開心，但一切也是命運安
排，會抱平常心看待。其
實入圍已是一個肯
定。」又指該片是他

■ 古仔
古仔(( 後排左二
後排左二))
希望可照顧年老會
員的健康需要。
員的健康需要
。

入行以來打得最多的一部戲，難度很高，他答
謝洪金寶悉心教導，所以也沒給動作戲嚇怕。
至於提名對手，每位古仔都覺得是勁敵，他笑
言也會趁12日晚晚宴講兩句，為自己拉票。

已大個女可以性感示人
鄧麗欣（Stephy）與前度方力申同場，但大
會沒安排二人合照，而她穿上大V加背部透視
的服裝亮相，覺得自己已大個女適合性感。問
是否為金像獎預演？Stephy笑說：「金像獎的
衫以靚為主，都看過一些性感的，什麼部位也
會露，但靚得來不失大方得體。」她坦言提名
最佳女主角暫時仍未懂緊張，不過之前電影評
論學會拿獎後，與影帝倉田保昭慶祝生日。她
指倉田老師好玩得，還說她拿獎比自己拿獎更
開心，所以請他首次去吃壽包。
今次對手中，Stephy最喜歡周迅和張艾嘉，
至於自己的角色最難演之處是演出前要將自己
掏空，拍那時也沒想太多，希望大家會覺得今
次她夠「新鮮」。
邵音音透露，亞洲影后李菁的身後事已辦
妥，因李菁家人日前來港到警局辦理後事。邵
音音說：「因李菁出事時有人報警，所以也要
到警局搞了三、四日，她的家人今晚就離開香
港。」又提到李菁住所的業主要求清理遺物，
由於她生前貪靚又愛買東西，故留下不少物件
並發出異味，結果大部分要丟棄。音音姐指李

肥媽新節目破慳囊 500 蚊煮貴價菜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肥媽Maria和
陸浩明（六號）主持的烹飪節目《食好D食平
D》，12日在電視城進行拜神儀式。今次已是
《食平D》系列的第七輯，過往主力教觀眾以
便宜價錢煮出好味家常菜，今次則會教大家以
基本價錢煮出貴價菜式。肥媽指以前只是用50
元買餸，這次會升價十倍，用500元炮製四餸
一湯，可嚐到花膠松露雲吞雞、黑松露炒蛋、
龍蝦、鮑魚等名貴菜式。不過之前買慣便宜
菜，現在肥媽要花光 500元有點難度，很多時
都用不完，六號笑言：「終於有錢可以儲。」
六號和肥媽合作無間，後者笑住指罵他變
得很嘴刁，吃完還呻要去做運動。

罵六號食完唱
大家指六號食極都不肥，肥媽即說：「他
毫無進展，不結婚又不生仔，食得多也是浪
費。」六號笑說：「我會將所有儲在腎裡，會
『一擊即中』，時下很多人都未婚先生B。」
肥媽大罵六號：「看他！就是食完呻、食完唱
這種人，好鬼衰不娶人。他更說要給我罵才會
紅，真的是出爐鐵，不能不打！」
肥媽在新春期間，忙着登台和陪老公打高
爾夫球，一下子瘦了 20 磅，現已回升 10 磅。
同時她透露第 15 個孫仔趕及在雞年年底出
世，笑言可能不想做狗仔犯太歲。

林峯新女性感嫩口
香港文匯報訊 曾與吳千語交往的林峯，二
人的關係早已被指轉淡，連農曆年也是各顧
各，外界即不看好這段戀情。近來林峯與家人
到香港的主題樂園暢玩，被發現同行有位長髮
姑娘在左右，經網民「人肉搜查」後得悉那女
子是名為張馨月（Carina）的模特兒，今年24
歲，細過林峯足足 14 年，她贏過 2010 年全國
時尚內衣模特兒大賽亞軍，亦常在微博等發放
性感照片。其中她的泳裝照相當惹火，但腋下

疑有傷痕，其胸部可能經過「加工」。
有網民對照過林峯在暢遊樂園的相近時
間，同樣身處樂園的張馨月放上社交網的照
片，發現相中她的手機殼和平時使用的相
同，推斷 Carina 當時應是和林峯同行；不過
她的照片並未能見到林峯。對於這名新歡，
林峯的公司方面表示不予回應，而吳千語那
邊也不願多提，相信「舊人離場，新人上
場」大概已成定局。

林家棟沒信心爭男配角
林家棟以演協副會長身份出席，並兼任晚會
司儀及統籌，找來王梓軒、小肥、Brian@24
味、Phat@24味、阿正@Rubberband等會員
演出。至於今年晚宴主題是推薦新編劇，家棟
笑言自己也算是半個編劇，像在影視博覽中也
有一、兩部戲幫手「落筆」寫故事。對於今年
他有份提名金像獎最佳男配角，他坦言信心一
半半，當中覺得秦沛勁，倉田保昭則剛拿了電
影評論學會影帝。問會否想集齊男主角、男配
角等全套獎項？家棟笑言若有的話，作為演員
也算是很圓滿的。毛舜筠（毛毛）與凌文龍在
《黃金花》中合演母子，12日晚二人也一同出
席晚宴，凌文龍好開心及驚喜首度提名影帝，
但心情未算太緊張。毛毛則表示會在晚會拉票
環節上落力拉票，對於業內人看好她，她即笑
說：「如以年齡排隊來計，就應該到
我！」不過她自覺角色難演有挑戰性，也
認為凌文龍得新人獎也是實至名
歸，男主角則要排排隊。

被批婚後有秘密情人

方力申：擔心影響形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方力申（小方）12 日現
身電台，被節目主持人李居
明批命。小方笑稱原想問事
業，但師傅就側重了以感情
為主，更批他的真命天女將
於 2020 年鼠年出現，還有機
會閃婚！

真命天女或較年長
■(右四及三
右四及三))肥媽和六號繼續主持飲食節目
肥媽和六號繼續主持飲食節目。
。

陳偉霆街舞初心不改

■ 被指是林峯新女友的張馨月
被指是林峯新女友的張馨月，
，常
在網上發放性感照片。
在網上發放性感照片
。
網上圖片

菁家屬其實很久沒與她聯絡，出事當日收到警
局來電也很害怕，邵氏有見及此亦有出錢及協
助辦其後事，但音音姐自言非經她手，所以詳
情不便講太多。李菁姪女李炯 12 日晚離港
前，亦接受傳媒電話訪問表示李菁經已火化安
葬。

香港文匯報訊 年度綜藝《熱血街舞團》將於3月17
日起每周六晚8點登陸愛奇藝，12日率先曝光了陳偉霆
以「山」為主題的視覺創意宣傳片。整個影像以山、龍
為線索，預示着陳
偉霆對於街舞初心
不改，對於夢想堅
定不移！在影像
中，陳偉霆用獨白
搭配其特有的鏡頭
表現力，光影之間
碰撞出與「熱血街
舞」的無限可能！
所謂熱血，不動如
山，志如磐石，舞
魂不滅！氣場全
開，與極具視覺創
意的科幻感完美融
合，將其在舞蹈方
面的專業與根基完
美表現。
■陳偉霆

小方指師傅批他的真命女
友，應該會在水上認識， 對
方可能從事股票或旅遊等行
業，年紀或比他大。當說到
可能是辣妹時，小方即認為
沒可能，因自己忌火。又稱
師傅指他 50 歲後有桃花，即
使結了婚也會暗中有情人，
對此小方說：「師傅一開始
就話我為人正氣正直，但再

講落去愈講愈衰，我怕會影
響我在粉絲心中的形象。」
至於事業運方面，師傅就
指他的中英文名字改得好，
水有助其運氣，建議他早上
淋浴，可以發展同水有關的
事業。

文藝會議
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文藝界小組會議，12 日在
北京舉行，圖為劉家成委員（左）、成龍委員（中）和
劉小東委員交談。
中新社

準靚媽熊黛林孕照曝光
香港文匯報訊 去年年尾宣佈懷孕
的熊黛林（Lynn）
（見圖），預產期
已愈來愈接近，日前Lynn就和老
公郭可頌非常恩愛的拍了一輯靚相留
念。Lynn表示：「希望將來和BB提
起時，都有相片讓BB知道爸爸媽媽
是如何幸福地迎接BB到來。」相中

■方力申被指 2020
年或會閃婚。
年或會閃婚
。

見Lynn笑得開心燦爛，雖然大腹便
便但四肢仍纖瘦，絕對是準靚媽咪。
而穿吊帶裙的Lynn，上圍都升級不
少。至於爸爸郭可頌亦愈來愈弗，手
臂肌肉盡現，看來做型爸單手抱B都
無問題。Lynn大讚老公一直都很照
顧她，「有了BB後老公更事事以我

為先，我覺得好開心，看得出自己真
是無嫁錯人。」
作為準媽咪，Lynn 現在未覺緊
張，反而非常期待 BB 到來，但同
時又有點不捨得與 BB 身心相連的
親密關係。「每次 BB 在我肚內活
動，我都好興奮。」又表示自己只
看了小量關於育兒的書籍，因平日
多向有經驗的朋友請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