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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芬）曾

憑《快樂到死》獲得第37屆電影大鐘

獎最佳男配角獎朱鎮模，其不雅聊天

對話被駭客曝光引起軒然大波，今次

捲入風波的玄彬日前已正式否認涉及

“不雅聊天”事件，朱鎮模日前則首

次通過律師確認了被曝光的聊天內容

是真確的。

朱鎮模表示，對於今次事件，每

天都活得喘不過氣來，並要向所有人

道歉。但他仍然強調，如果屈服於駭

客的威脅，駭客也不會就此罷休，今

後只會繼續折磨他，他更相信這會煽

動其繼續犯罪，所以沒有回應其勒索

款項的要求。

另外，朱鎮模還澄清：“絕對沒

有非法偷拍異性的身體或傳播等不道

德的事”，他又承認其妻子和家人都

受到了傷害。他說：“我會以此次事

件為契機，回顧自己的人生，並作出

深刻反省！”

此外，他補充道：“因為此聊天

內容中提及的熟人遭受了損害。不知

道該怎麼謝罪，低頭請求原諒！”

今次擔任大會愛心特使的呂良偉破天荒首

次演唱粵曲做善事，分別與李龍和高麗

合唱《合兵破曹》和《鳳閣恩仇未了情》，

他坦言因粵劇泰斗仙姐在場，對演出特別緊

張，事前也不敢勞煩請教仙姐，只跟楊麗紅

學習操曲。

原來呂良偉90年代曾主演電影描述泰北

孤軍艱辛掙扎求存的故事，所以對泰北留有

一份情意結，即使未曾公開唱過粵曲也答應

演出，他說：“要在粵劇泰斗仙姐面前表

演，心情好緊張，之前已開始操曲，希望穩

陣不會失禮。”呂良偉稱本身唱時代曲就沒

大問題，但要跨界演出就有壓力，為做善事

才大膽答應演出。問到事前有否向仙姐請

教，他坦言不敢勞煩對方，只跟隨楊麗紅操

曲。至於會否粉墨登場演粵劇，呂良偉笑稱

應付不來，因為粵劇的技巧和做手更困難。

林家棟透露正忙為謝賢、馮寶寶主演的

電影《殺出個黃昏》做後期工作，忙得連之

前的聖誕節也沒時間去玩，他高興地表示不

少行內朋友看過初片後都讚劇情感動，更提

議他可試參加影展，所以他也要加把勁做好

後期，家棟說：“近期不斷找剪接師、配樂

師來看片，所以我都看了廿幾次，大家看完

都話好感動。”家棟稱暫找到一位北京剪接

師肯接手，只是擔心檔期緊密，不過對方拍

心口保證，只要通宵三天工作就能做好剪接

工作。

琦琦設計腕錶奪“藍光杯”銀獎
去年在中山遇襲受傷的任達華特別前來

支持活動，提議華哥可以像呂良偉一樣上台

獻唱，他表示雖然很喜歡粵曲，自言歌藝也

不俗，但擔心開金口後連烏兒都飛走，又笑

稱女兒對粵曲興趣不大，更愛聽Rap歌多一

些。

他透露手部及腹部傷勢已經康復得七七

八八，現在主要每天做物理治療，即使在家

中也用儀器幫助盡快康復。華哥表示農曆年

後就會拍攝新片，預計會在香港、澳門和馬

來西亞取景，拍攝約四個月。問到會否

不拍動作場面時，華哥說：“未能拍

動作戲，就算之前和女兒去滑雪，

我都只是看着她滑，我沒份

玩。不過現在可以跑步、游

水和踢波，都要做運動

保持狀態。”

另外，華哥

太太琦琦於中國第四屆鐘錶設計大賽“藍光

杯”中獲佳績，其設計的兩款 LOVE

LOVE COLLECTION 系列腕錶奪得銀

獎，令琦琦在鐘錶設計界嶄露頭

角！首次奪得腕錶設計獎項的

琦琦坦言感到非常榮幸，並

感激在腕錶設計道路上遇

上“伯樂”沈慧林及

沈墨寧，實現她的

腕錶設計師之

夢。

任達華恐唱粵曲連烏兒都飛走

呂良偉伙名伶演唱

壓力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達里）粵劇名伶白雪

仙、呂良偉（阿呂）、任達華（華哥）、林家

棟等人日前出席《送炭到泰北2020 德藝文

韻助幼苗》慈善粵曲演唱會，仙姐的出

現引來一陣小哄動，吸引大批劇迷

拍照，見仙姐精神奕奕，由好友

劉千石帶領入場。提議華哥

可學呂良偉一樣上台獻

唱，華哥笑言開金口

後連烏兒都飛

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達里）
薛家燕、黎諾懿、黃祥興日前宣傳

新春節目《天天開運王》，家燕姐

表示已第四年擔任《開運王》節目

系列的主持，笑稱觀眾見到她就知

道新春到，所以她就算多忙也答應

做主持。

本身有宗教信仰的家燕姐未有

否定風水命理之說，認為風水是一

種天文曆法、環境哲學，可以不妨

參考，她表示節目邀請三位堪輿學

家為觀眾指點迷津，而每集的嘉賓

藝人都被批有機會破舊立新，術語

“殺破狼”，憑他們各自的風格去

創業。家燕姐笑稱去年已破舊立新

創造出Caption Nancy拯救地球，今

年她也有新搞作，已交由子女負責

幫她籌備。

對於有傳陳寶珠身體不適，呼

吸系統出現問題，家燕姐相信傳聞

不是真實，說：“對方去年來做演

唱會嘉賓時，腰間已感到不適，跳

舞綵排完後要去做針灸，可能是她

長年做大戲的舊患，現在已沒事很

健康，大家不用擔心，之前她更約

我飲茶聊天，但我要拍完《開運

王》才可應約。”

黎諾懿透露農曆新年會選擇留港

不出埠，因為聖誕舉家到泰國遊玩

時，兒子和太太都先後痾嘔大作，令

他留下陰影，說：“兒子出發前已有

少少不適，不知食物中毒或是流感入

腸，去到第一天就食什麼就嘔什麼，

第四天輪到太太食物中毒又拉肚子又

嘔吐，結果只有我獨力照顧他們，回

港後都變成人乾。”

諾懿稱新年後都少陪兒子，加

上要打理糕點生意，寧願留港多陪

伴小朋友。他高興

地表示糕點生意銷情不

俗，製作1,600盒賀年糕點

已一早售罄，只是沒想到春運

期間影響包裝材料的運輸，幸有朋

友相助已解決問題。

至於一直盼追女的諾懿有否借

機會請教節目嘉賓堪輿學家，他笑

稱第一次可以近距離接觸三位堪輿

學家，說：“每次開工我都說請他

們吃飯，不過他們很保守，只說我

命格是生到女，但沒有講明要生到

第幾個。”笑問他是否追不到女兒

就不心息，諾懿說：“不會，兩個

已夠，希望今年自己生性一點。”

而家燕姐就表示有秘方可以給諾

懿，但就不方便公開講，因為需要

時間、飲食和動作配合，或者將來

開講座傳授給大家。

黃芷晴計劃開設樓上烘焙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一向醉

心唱歌的翟威廉（William）自兩年前成立

HappyLive YouTube頻道以來，每個星期都堅

持與一眾明星嘉賓約定網民一同開Live唱

歌， 早前翟威廉更特別為HappyLive成立兩

周年而創作了新歌《不是富二代》，並由好

友周志文及周志康（《超級巨聲》出身雙胞

胎）主唱，他就擔任作曲、作詞部分，又邀

請得一眾歌手朋友客串演出MV，當中包括前

港姐兼富商李澤楷女友郭嘉文及自己的舊愛

陳庭欣（Toby），Toby更要扮洗廁所，MV日

前於網上首播。

William表示有感連月來社會氣氛緊張，

希望透過《不是富二代》這首歌，為眾人打

氣，以輕鬆的節奏鼓勵身處逆境的大家，互

相支持，傳達正能量。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李思穎）女子組

合 Super Girls 成 員 吳 嘉 熙

（Cheronna）日前舉行迷你音樂

會，獲得一眾圈中好友撐場，除了周奕

瑋，以及香港羽毛球代表隊成員黑妹葉姵

延等前來捧場，其老友陳瀅更玩快閃，神秘現

身支持好姊妹。

Cheronna表示新一年再開小型音樂會非常開心，自

己真的好想唱歌，能夠可以自己選歌單，同樂手一齊配

合，還要讓所有人唱歌，是一件好開心的事。

Cheronna當日未有演繹自己的作品，全部唱別人的

歌，她解釋：“平時我都是唱自己或者Super Girls的歌

給大家聽，大家未必知我鐘意什麼歌，今次是一個好機

會同大家分享。”她又感謝一班

好友前來支持：“我邀請了好多

朋友來，好似黑妹和周奕瑋，還

有中學同學。”

Cheronna坦言想與觀眾拉近

距離，要一種貼地的感覺，今次

並沒有刻意準備講稿，全部同大

家暢所欲言，想要一個貼地感

覺，而不是好華麗舞台。她直言

演出後感到不捨：“好不捨得唱

歌時的感覺，整個過程都好難

忘，尤其是自己唱歌感覺，新一

年想專注唱歌，想自己寫多點

歌，有多點作品，逼迫自己進

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黃芷晴日前到旺角為新春限定店擔任一日星級店

長，本身有投資做首飾生意的她，自言平時銷售好被動，但今次會主動一點，可能會

同客人講這是店主自留款來促銷。她笑言都有趁機選了幾個公仔送給媽咪，又會

買一些利是封給爸爸，之前她都試過自己設計利是封送給爸爸封利是。

愛做手工藝的芷晴透露最近跟朋友合作情人節永生花，她直言銷售

量不多，但可充實自己，同時她又正計劃投資六位數（港元）開設樓

上烘焙店邊學邊做。問到會否叫爸爸黃日華打本開店？她即拒絕

說：“一定不會，自己錢自己賺，不過他有給我意見，叫我

做生意要考慮清楚。”說到可會變成女強人而忽略愛

情，她笑言自己並非女強人，只是以前愛情大過

天，現在想專注事業，覺得事業上可以再努力

些，因她個人比較穩當，之前都不太敢作

嘗試，結果錯過了機會，今年會多作嘗

試。

問到可會擺風水陣催旺事

業？她說：“不會啊，我

會看生肖運程書，我生

肖屬馬，因為鼠年

沖太歲會辛苦

一點。”

薛家燕力證陳寶珠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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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威廉作新歌傳遞正能量

不雅聊天事件鬧大

朱鎮模首度公開道歉

■■左起左起：：黎諾懿黎諾懿、、薛家燕及黃祥興將主持薛家燕及黃祥興將主持
新春賀年節目新春賀年節目《《天天開運王天天開運王》。》。

■黃芷晴本
身有投資做首

飾生意。

■《不是富二
代》MV邀請
了一眾歌手及
藝員朋友客
串，飾演各行
各業的角色。

■Cheronna@SG開音樂會棄華麗
舞台。

■呂良偉（右四）
未敢向白雪仙（右

三）請教。

■■呂良偉和任達華呂良偉和任達華（（右右））都是好戲之人都是好戲之人，，惺惺相惜惺惺相惜。。

■朱鎮模向受不雅聊天信息風波影響
的人道歉。 網絡圖片

■粵劇名伶
羅 艷 卿
（左）和白
雪仙合照。

■ 呂 良 偉
（右）和太
太 楊 小 娟
（中）樂於
做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