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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 (阿嬌)作客節目
《StarTalk》，接受主播

許文軒(Edmond)專訪，大談
相隔四年推出國語新碟及嫁作人

妻感受。談到另一半，阿嬌直言剛
與對方拍拖一周年，她說：「都算閃

婚，其實係我之前去台灣拍戲時，信樂團
的阿信同女友介紹俾我識，那時佢成日來探
我，我們有共同興趣，就係睇綜藝節目，我們
好鍾意睇《非誠勿擾》。」問到另一半為自己做
過最冧的事情時，她說：「去夏威夷旅行玩跳傘，
不過佢畏高，佢本身冇諗過同我一齊跳，但佢怕我中
途有咩事，所以最終決定一齊跳，我睇返片，佢個樣真
係好好笑，不過真係好感動。另外，佢又成日都會Book餐
廳同我食飯，我亦想打扮得靚靚去，但我唔識化妝，唔識畫
眼線，通常等到餐廳閂門我都未化好，搞到佢都嬲嬲哋。」

對於二人屬異地戀，阿嬌說：「佢願意維繫呢
段感情，佢成日都飛過來香港陪我。(有冇諗過去台灣住？)
我們仲搵緊地方，其實婚後會繼續拍戲同唱歌，佢都有叫過
我唔使做，佢會照顧我，不過我覺得結了婚係要工作，我唔
想倚賴。婚後始終要有個家，要生BB，不過唔會係呢兩年嘅
計劃，生小朋友冇壓力，因為一有壓力就生唔到，睇緣
分。」

陳慧珊
製作節目探討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毅儀）香港
開電視明年將播出由陳慧珊(Flora)主持
及製作的節目《放學後》，節目中由
Flora訪問星級嘉賓，前日特舉行記者
會介紹節目構思及詳情，出席包括Flo-
ra同老公鍾家鴻（Mike）、外事部總經
理譚雪儀、節目策劃總監劉佩貞及外事
部顧問曾醒明等。
陳慧珊透露節目將有16集，整個節
目構思了2年，當初決定做呢個proj-
ect，係有兩個轉變位。首先11年前自
己做了媽媽，因為比較年齡大才生個
女，覺得有些事，如果唔去盡量做好
些，就唔會識得教女。第二個轉變位，
是自己2012年入港大讀MASTER，目
前仍修讀博士學位課程。在寫論文去接
觸中，發現大家好多壓力，更去跳樓，
所以自己好想深入了解咩叫教育同大家
的壓力，同埋人生唔係剩係自己，為人
先開心。說到見到跳樓新聞，Flora更
激動落淚。
陳慧珊說：「我女現在已經上中學，
佢5歲就已經拎住iPad做功課，我當時
都唔識用，佢仲叻過我，死啦，我會脫
節，於是我去進修，讀碩士學位。跟住
寫論文，好多教授、家長同學生對我好
信任，會同我講好多心事，同我分享壓
力。後來好多人叫我去學校講Talk，我

想過做個節目，深入了解咩叫教育同大
家壓力，同埋人生唔係剩係自己，為人
先開心。」

陪家長分擔壓力

會訪問15位由50年代至90年代的
人，當中包括有宣萱、吳鎮宇、胡杏
兒、曾俊華、嚴浩、楊采妮等等，Flora
說：「我第一個搵係宣萱，佢係我好朋
友，我知佢一定會支持我，她在英國讀
書，佢會感染到佢呢一班的人。之後我
搵鎮宇，佢由訓練班直至做咗爸爸，大
家都見到他的轉變，佢亦都可以感染到
佢嗰個年代的人，當時佢拍緊《逆流大
叔》，佢即刻過來搵我，每次開會去鎮
宇家，都見到佢一家人嘅相處。第3個
搵嘅就係當時仲大肚的胡杏兒，所以過
程幾漫長。」Flora昨日將同老公一齊出
發去美國，走訪曾俊華在美國的學校。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惠
英紅空降內地節目《我就是
演員》決戰之夜，受邀擔任
決戰夜參謀官。作為總決賽
唯一的參謀官，紅姐親自指
導選手，仲現場同大家分享
寶貴的表演技巧同心得。
今次係紅姐第二次現身《我

就是演員》的舞台，第一次佢
作為特邀參謀官，驚喜亮相，
仲即席為觀眾演出一幕關於
「家暴」題材的影視作品《兒
子的歌聲》，睇到後輩章子怡
大叫：「在我心目中她就是一
個神！」來到「冠軍之夜」，
紅姐再一次大曬演技，面對
需要挑戰「現場轉變多
種人格」的選手宋軼
時，紅姐悉心指
導，而且仲在
僅有的時

間將呢個「臨時功課」變成十
份精彩的舞台作品。
呢份「臨時功課」入面，紅

姐為自己設定為患有老年癡呆
的老人，雖然着住連身裙，但
完全冇局限到佢對角色的塑
造。紅姐一上台就除了高跟
鞋，彎住條腰，由眼神到情緒
變化、語氣到動作的場面作一
百八十度轉變，每一種情緒都
處理得恰到好處。短短一分鐘
的表演，睇到人窒息
又感動。

惠英紅一秒入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陳明憙前日到電台為全新
國語歌《放下》做宣傳，提到此歌是鄭中基首次執導電
影《阿龍》的插曲，明憙坦言好開心可以同鄭中基一起
合唱之餘，明年對方開農曆年演唱會，明憙更有幸成為

嘉賓。「其實今次係我第
一次踏上紅館舞台唱歌，
亦係第一次做農曆年
show，希望到時可以一邊
唱歌一邊逗利是，感受節
日氣氛。」
就快聖誕，明憙會再到

日本，傾談來年與當地的
音樂人合作，順道亦會放
假休息，她說：「因為之
前參與嘅音樂劇《愛在星
光里》，明年初會有巡
演，所以要好好休息裝備
一下自己，另外都希望明
年初會出到一張EP，我
會繼續寫多啲歌，唱多啲
好嘅作品俾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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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睇綜藝節目

陳明憙
任鄭中基個唱嘉賓

■鍾欣潼接受主播許文軒訪問。
■陳慧珊感謝一眾好友二話不說幫忙。

■左起：香港開電視外事部總經理譚雪儀、節目策劃總監劉佩貞、外事部顧問曾醒明與
陳慧珊夫婦合照。

惠英紅惠英紅

陳明憙陳明憙

為偶像豪買千萬跑車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李慶全李慶全））郭富城與楊千嬅前日於頒獎禮上獲頒郭富城與楊千嬅前日於頒獎禮上獲頒「「最強人氣廣告最強人氣廣告

天王天王、、天后天后」，」，城城被問是否拍廣告賺得多城城被問是否拍廣告賺得多，，所以最近買超級跑車獎勵自己所以最近買超級跑車獎勵自己？？城城笑城城笑

說說：「：「這是投資這是投資，，其實我買限量珍藏版跑車一直好低調其實我買限量珍藏版跑車一直好低調，，給傳媒影到也沒法子給傳媒影到也沒法子，，這這

部新車是為一代車神冼拿而推出的紀念版部新車是為一代車神冼拿而推出的紀念版，，我又是該車廠的我又是該車廠的VVIPVVIP，，更加是這偉大更加是這偉大

車手的粉絲車手的粉絲，，所以就買了這全球限量所以就買了這全球限量500500架的跑車架的跑車，，而它的價值比報道的還要昂而它的價值比報道的還要昂

貴貴，，貼近一千萬貼近一千萬！」！」

城城收藏超跑有20年，他強調都是
當儲蓄保值，當然他亦是以頗高

的價錢才能獲得這些珍藏，當中有比
今次新車更昂貴的。城城說：「我最
深心處是想將來可以辦一個慈善車
展，用來籌款回饋社會，不過這不會
是這兩年間的事情，因為心目中還有
些珍藏的跑車要到2020年才生產，所

以希望集齊所有珍藏目標，才會辦這個慈
善車展！」

收藏超跑20年可保值
由於珍藏了多部名車，城城現時有專人

幫他管理，反而自己家中的停車場是泊着
家庭車，現在的是五座位，正物色七座位
的。問何時會增加到七座位，是時候公佈
嗎？城城笑說：「盡快啦，順其自然嘛，
多謝大家的祝福，我覺得其實一個家庭多
些人感覺更好，做了爸爸之後，自然想有
更多孩子陪伴自己的家人，像日前媽媽84
歲生辰，我們一家兄弟姊妹、姐夫和我的
家人一起為媽媽慶祝，所以希望將來都兒
孫滿堂，到百年歸老都是件開心的事。」
城城也承諾自己要保持在最好的狀態，
因要看着自己的兒女成長，這也是他目
前積極工作的一大動力：「因為我很簡
單，就是想成為一個好爸爸！」

千嬅聖誕放假陪兒子
千嬅成為了廣告天后，她笑言會獎勵
自己在聖誕放幾天假期陪伴兒子去主
題公園玩，之後就投入工作。她指在
18年專注了電影及電視方面，明年會

於音樂工作上重新出發，
包括會出唱片及巡
迴演唱會，所
以聖誕後已
經要錄製
新 歌 和
拍
MV，明
年亦先會於
海外舉行巡迴
演唱會，之後才考
慮香港開演唱會，由於
申請紅館期起碼要一年時
間，所以暫時未知能否趕及明
年在港開個唱，一切得看時間能否
配合才決定到。

黎諾懿全力以赴追「豬女」
黎諾懿及李佳芯二人分別獲頒「最強人氣廣告
飛躍男星、女星」，黎諾懿表示今年豐收拍了
7、8個廣告，希望明年再接再厲加多三幾個廣
告，因為養育兒子真的好昂貴。
問到是否賺過百萬，諾懿笑言其實自己收好
平，廣告商不妨可打來問問價。而他賺到錢亦有
獎勵老婆，因他答應過太太結婚周年會送彩虹寶
石，今年第四年結婚周年，他就送了顆綠寶石給
太太。另諾懿亦有心願希望全力以赴追個「豬
女」，不過即使是「豬仔」也開心，總之2個就
夠晒數，因為凑仔好辛苦，像日前兒子凌晨三點
醒來呼喚他，一直玩到清晨六點才願再睡。
另提到他有份角逐視帝，諾懿高興地說：「今

次與佳芯先拔頭籌拿人氣大獎，希望台慶頒獎禮
能再獲上帝之神眷顧，拿到一官半職。」

城城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李慶全）黃
宗澤(Bosco)日前拍
邵氏網劇《飛虎之
雷霆極戰》一幕動
作場面不慎夾傷左
腳腳掌至骨折，要
入院做手術，經過
五 日 休 養 已 經 出
院。無綫高層樂易
玲透露日前與苗僑
偉一同接了 Bosco
出院去飲茶：「他
做手術時要禁食，
加上痛又沒胃口，
現仍要打着石膏，
不過他好叻仔，康
復得比預期快，主
要他還年輕、鬥志
好又做開運動，第
三日已見他掠起隻
腳，更拍片見他行

得好快！」樂小姐表示
Bosco左腳打了石膏起碼數
星期後才能拆開，劇組暫時
唯有跳拍他的部分，不過他
都好想盡快開工，故可能一
些文戲大頭鏡頭不見腳的也
會照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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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諾懿及李佳芯分別獲頒黎諾懿及李佳芯分別獲頒「「最最
強人氣廣告飛躍男星強人氣廣告飛躍男星、、女星女星」。」。 ■■城城想將來可以辦一個城城想將來可以辦一個

慈善車展慈善車展，，用來籌款回饋用來籌款回饋
社會社會。。

■■今年專注電影及今年專注電影及
電視方面電視方面，，千嬅明千嬅明
年會於音樂工作上年會於音樂工作上
重新出發重新出發。。

樂易玲樂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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