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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執導的新片《爛賭夫鬥爛賭妻》前晚於The One舉行
慶功宴，戲中演員包括杜汶澤、薛凱琪、伍允龍及導演王晶等
均有出席。王晶即場變身荷官讓眾演員賭大細，不過只是用道
具籌碼嬉戲，但薛凱琪隨即脫下手上戒指，表示要作為注碼下
注，最終押注正確勝出。薛凱琪則表示，其下注的戒指價值六
百元，硬要王晶賠款，最終王晶被迫奉上一百大元作獎賞。薛
凱琪表示，她本人不愛好賭博，而且透露在該戲有良好的教育
意義。薛凱琪被杜汶澤指演出沒有像《喜愛夜蒲》的女演員般
性感吸引，薛凱琪說： 「若然該劇本有需要，我也會去演出，
但親熱戲不是重點，請叫杜汶澤不要介懷，笑片加添鹹濕成分
，只是為滿足他自己。」

杜汶澤連拍八部新片
該片上映十日票房收到五百萬港元，算是不俗成績。戲中

男主角杜汶澤表示，感謝得到觀眾的支持，他表示去年一口氣
拍下八部電影，今年很多片會撞期上映，難免會遇上自己打自
己的情況出現，杜汶澤說： 「投資者表示這部戲反應不錯，會
考慮開拍續集。」杜汶澤的好友熊黛林被傳與郭富城分手一事
，杜汶澤說： 「我有看過報道，感情的傳聞，不是傳合就是分
，我們之間沒有談及私人問題。」

無線今年重頭劇之一的《金枝慾孽（貳）》昨日安
排演員試造型，戲中男女主角陳豪、鄧萃雯（雯女）、
蔡少芬（Ada）、伍詠薇、黃德斌等齊換上清裝出席。
去年在巡禮預告片中有一幕雯女跟蔡少芬同床的戲份，

大玩同性誘惑。但有指雯女因為自己是基督徒，拒絕拍
攝同性戀戲分，令劇情要作出刪改。對於因為宗教信仰

拒演同性戀，雯女昨日 「如妃」上身發忟憎，強
調根本沒有這些劇情。相反同為基督徒的蔡

少芬則開明得多，只要不是標榜同性戀
都可以接受，就算今次被安排演 「奶媽
」也不介意。

戚其義：床戲是噱頭
《金（貳）》一眾演員出席

於電視城舉行的記者會，實行

「大晒冷」，大部分演員到齊，只有男主角之一的關禮傑
缺席。但因為少了林保怡、佘詩曼、黎姿及張可頤，第二
輯的卡士失色了不少。上集不少角色已死去，故只有 「如
妃」可以留低，但雯女指今次演的如妃 「腍善」很多，但
仍是高智慧及高 EQ，經常為闖禍的妹妹伍詠薇 「補鑊」
。她透露與陳豪、蔡少芬之間會有三角交錯的感情戲，但
今次的感情不會像上集那樣明目張膽，多數是 「神交」，
她笑說： 「好彩我這幾年都練習得幾好。」談及有指她接
受不了同性戀劇情，現在已刪掉。雯女說： 「現在都無。
（是不是因為你而改了？）吓？當然不是啦。」再追問她
是否因為身為基督徒拒絕拍同性戀戲，她就立即一臉忟
憎說： 「不要再問這些啦！現在都無，講這些好奇怪。
」監製戚其義則表示劇本暫時沒有同性戀戲，指之前巡
禮的同床片段，只是噱頭，又澄清沒有因為雯女而刪掉
戲分。

蔡少芬認基督徒有負擔
蔡少芬稱今次很大挑戰，因為要演奶媽，但不

用餵奶。提到有指雯女拒拍同性戀戲分，她說：
「演員就是演員，電視尺度有幾多吖？最重要看

標榜什麼及過到自己的立場、道德觀就 OK。」
Ada承認本身是基督徒會有負擔，好像她都不拍鬼

片的。問到她接受同性戀戲嗎？她說： 「如
果不是好誇張都 OK，好像兩個男人親熱的
碌來碌去，我都接受不到，有時藝術是要犧
牲的，但要看尺度。如果是講姊妹日久生
情，這些較人性的都會接受。」

最近有指 Ada 搬屋，她澄清沒有此事
，早前只是跟老公去睇樓，想買來投資，
但對方最後反價，她都沒有買。談及她媽
咪早前被偷拍到在澳門賭錢，她強調跟媽

咪關係好好，但不想對媽咪不公平，不想多
作回應，不想越描越黑，她說： 「我們什麼
債都沒有，現在好幸福，只有兒女債，一個
小豆丁的債。」陳豪戲中演戲班大老倌，他
要學唱崑曲，劇中又要冧盡全劇女演員。他
笑言唱歌跟冧女同樣困難，視之為挑戰。
另外，蔡淇俊的父親早前被扑頭受傷送院
，他指爸爸做完手術後康復中，日內將可
出院，但只認得近親，某些親友及當日發
生的事都忘記了，警方亦在跟進事件。他
為了父親的安全起見，都打算幫爸爸搬屋
，搬近他住的地方，方便照顧。

為配合國家深化文化體制改革、
建設文化強國的長遠戰略目標， 「中
國香港數碼音像協會」於昨日正式成
立，出席見證成立典禮的嘉賓逾三百
人，包括有顧嘉煇、黃栢高（Paco）
、林建岳及謝安琪（Kay）等。Paco
現時除了主理自己的經理人公司太陽
娛樂之外，二月開始還擔任Neway的
顧問，與老闆薛嘉麟一起推動廣東歌
，對於歌手吳日言被炒，Paco表示自
己接手時，見到歌手名單上並沒有她
的名字，成件事他也不清楚。問到可
會再簽歌手？他表示一定會，而且會
繼續發掘新人，其中一個陳僖儀在下
月便會全面展開宣傳，問他是否也想
簽 Kay？他笑道： 「首先等她解決了
公司的問題，還不是時候去講。（簽
歌手是否最好也一起簽經理人約？）
這會配合得更好，更理想。（可會簽
以前金牌大風的愛將？）他們都已簽
了經理人了，我現在最想簽陳奐仁，
因他是一個好出色的音樂人，符合在
大中華區發展，我好有誠意跟他合作
。」談及舊愛將方力申及鄧麗欣，
Paco表示他們未來在內地會主力拍電
視及電影，不過他之前也找了鄧麗欣
與黃宗澤合拍電影《等．我愛你》，

現已煞科了。

賠償金300萬合理
Kay 經理人夏森美與環球的問題

仍未解決，問她可覺被拖累了？她道
： 「不可以說誰拖累誰，合約總有完
結的一天。」她表示與經理人沒想過
要轉公司，就算有些公司接洽，對方
亦有好好的條件，但他們始終尊重合
約精神，未與任何公司達成任何協議
。問到與環球的問題幾時可以解決？
她笑道： 「要等，因為是家事，所以
沒期限，但我相信不會拖太久，（你
預計提早解約賠償金是否三百萬？）
要計，應是合理數字，不會好貴，斷
估不會是幾千萬，只是數百萬而已。
（你已計好數，是否離開已是呼之欲
出啦？）未知，只是一個可能性。」

談及Paco認為簽歌手最好連經理
人約一齊簽，這會配合得更好，問她
可會考慮以後這樣做？她道： 「未想
這些，我跟經理人及 BanBan Music
一直是一個 team（團隊），應該會繼續
這樣下去。」問她可會索性不簽任何
公司自己做？她坦言這也不是壞事，
因簽約環球前，她也試過非主流的做
法，也覺得開心，那她是否與經理人

共進退？她坦言大家合作得開心，
亦難得有志同道合的人，問她跟哪
一邊合作較開心？她笑言兩邊
都開心，兩邊就像父母一樣。

Kay計好數離巢呼之欲出

雯女談刪戲
扮如妃發忟憎扮如妃發忟憎

美國天后Lady Gaga將於五月二日及三日於香港亞洲
博 覽 館 舉 行 兩 場 「The Born This Way Ball
Starring Lady GaGa」演唱會，今次Gaga來港獻唱，令內
地和香港歌迷為之瘋狂，全城撼入一片搶飛熱潮，連帶不
少名人富豪及藝人也加入撲飛行列。

早前信用卡優先訂購已滿，昨日早上十時正式公開售
票，在尖沙咀通利琴行售票處外，早已有一條約三百人的
人龍，等候排隊買飛。其中更有人帶備帳幕，在寒冷天氣
下等足三天三夜。今次Gaga個唱，亦成為排隊黨及黃牛黨
的目標，昨早九時售票處外已人頭湧湧，當中大部分為南
亞裔及內地人士，也有印傭及菲傭。現場亦滿地垃圾，據知
排首位的市民足足等了三天三夜，也有一名排隊青年大膽

表示會把所得門票轉售。由
於日前屯門發生黑幫打尖事
件，昨日現場都有警員維持
跌序，期間也不時有等候者
與警員爭執。而門票於昨早
十時開售，至十一時半已售
罄，不少 Gaga 迷昨日都在
網上大鬧黃牛黨將門券價錢
炒高，又令網路大塞車，令
真正的Gaga迷未能購票。

張智霖（Chilam）、張敬軒、蘇永康、林奕匡、林育群和孟
楠，將於三月十七日為 「新城唱好靚聲最強音樂會」演出，昨日
舉行記者會公布有關詳情，Chilam、軒仔、康仔和林奕匡均有出
席。最近盛傳郭富城和熊黛林分手，作為城城好友的 Chilam 接
受訪問時，即叫傳媒不要問他有關城城的事。說到 「富黛戀」有
傳玩完？Chilam 說： 「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況且城城身在
外地沒有見面，（他們分手很可惜？）我都話不知囉，我不是八
卦的人，我們朋友之間相處主要是玩樂，好少講這些事，（你可
向城城打探一下？）不敢問。」

Chilam 的微博最近被人入侵，他說： 「對方不是盜用我戶
口，而是套用我的名字作回覆，我上載買車相到微博，有人用我
個名話抽中獎一齊去兜風，雖然是個小小惡作劇，若然變成惡意
侵犯便好大問題，希望有關方面正視。」

軒仔欠鈣質弄傷尾龍骨
軒仔日前不慎弄傷尾龍骨，他表示： 「那日我坐在樓梯起身

時便出事，不知是不是欠缺鈣質。」美國百變天后 Lady Gaga
來港開演唱會，掀搶飛熱，軒仔謂： 「有不少客戶要求我幫手代
訂 Lady Gaga 演唱會門票，奈何我手頭上都是得一張飛，聽到
有人為買票爭吵，我就更加不會去排隊買飛，我最恨是同 Gaga
合照。」

Chilam不談城城黛林分手

薛凱琪押戒指投贏王晶

Gaga個唱門票個半鐘售罄

劇集《女警愛作戰》演員周麗淇（Niki
）、呂慧儀、黃智雯、朱慧敏等，前晚於長
沙灣筵開三席舉行煞科飯局，男主角謝天華
因在內地工作未能到場，呂慧儀則帶同老公
黃文迪（Dickson）到場，十分恩愛。眾演
員齊開香檳及拍大合照，十分熱鬧。呂慧儀
被問為何帶老公到場？她說： 「因為Niki話
好愛我老公，話一定要帶他來，她經常在我
面前向我老公示愛，又問他有否哥哥或弟弟
。」呂慧儀於戲中飾演女警，因老公以前做
過警察，故拍攝前找了很多老公舊同事吃飯
取經。呂慧儀近日只忙主持一個清談節目，
她坦言應該有時間 「造人」，她說： 「我要
向徐淑敏取經，因為她很叻，三年抱兩，希
望將來我們可以對親家。」

周麗淇表示禮貌上有通知謝天華前晚舉
行飯局，問Niki是由她請客嗎？她說： 「我

有問天華夾不夾錢，他說今晚由我請，下次
輪到他。」

歐遊望有艷遇
提到呂慧儀爆她欲結識 Dickson 的哥哥

或弟弟及向 Dickson 示愛，Niki 稱不是，大
家只是跟呂慧儀叫老公，她說： 「我同家姐
都好早識 Dickson，大家是好朋友，我現在
是open的，不過Dickson好多朋友都結了婚
。」問她現時是否很 dry？她說： 「是人都
知我沒拍拖，同我在劇中一樣，是個未有着
落的人。」提到Niki已做了剩女，Niki即謂
很抗拒這字眼，她又謂高鈞賢曾提過有不錯
的舊同學，又說介紹給她認識，問她會真的
嘗試約會嗎？她即表示不好。Niki表示將赴
歐洲如意大利、德國、法國兩星期，笑言屆
時會在展覽望住幅畫一個鐘希望有艷遇，她
坦言此行是擴闊生活圈子，不排除會發展異
地戀。

周麗淇沒着落拒認剩女

▲監製戚其義（前排左三）帶同一眾演員出席試造型記者會

▲軒仔（左起）、蘇永康和Chilam齊出席記者會

▲薛凱琪（左起）、王晶和杜汶澤齊為新片慶功

▲周麗淇希望歐遊期間有艷遇，發展
異地戀

▲呂慧儀（左）帶同老公黃文迪一同
出席煞科宴

▲ Paco 坦言簽歌手連
經理人合約會較化算
▶ Kay計好數提早解約
賠償金約三百萬

◀ Lady Gaga來港獻唱
兩場，掀起全城搶飛熱潮

▶蔡少芬在劇中飾演奶媽，坦言是新挑戰

▲雯女（右）表示劇集中跟陳豪再續前緣

▶雯女被問到因
她刪掉戲份，突
然 「如妃」 上身
發忟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