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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香港第 55 屆體育節開
幕典禮」昨日在紅館揭幕，中國
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會長霍震霆 GBS 太平紳士和兒子
霍啟剛亦有到場，但就透過公關
表示趕時間不能接受傳媒訪問；
藝人蒙嘉慧和王浩信則分別夥拍
中國羽毛球運動員作賽，結果王
浩信和楊維的一隊以11比10一分
之差，贏了蒙嘉慧和鮑春來。

調侃王浩信
原定昨日落場比賽的趙增熹

手持枴杖前來，前一晚他練球時
因地下濕滑跣倒，關節先着地弄
傷了，趙增熹也大嘆可惜，並指
曾於北京跟鮑春來打過球很開心
。蒙嘉慧亦附和說： 「對呀，跟

前國家隊員合作，根本不用動，
有什麼事蹲身便可，他們很厲害
會應付所有球。」她又以王浩信
太太陳自瑤的英文名字（YoYo）
和自己相同，取笑王浩信謂昨日
有另一個YoYo相伴；王浩信則笑
謂： 「我自覺似林書豪，正選未
能出場，由我這個後備頂上。我
一直期待能與前國家隊球員作賽
，前一晚高興得睡不着呢！」

笑問蒙嘉慧會否更喜歡與熱
愛運動的男友鄭伊健做拍檔打羽
毛球？怎料蒙嘉慧說： 「我們三
人（連同趙增熹和王浩信）也建
議盡量不要夥拍伊健打球，他一
接不到球就會換手，左右手一齊
用，做他的拍檔經常會 『食』球
拍，危險度很高的。」

張智霖已抽中做馬主，雖然仍未揀馬，他昨日以
準馬主身份為沙田馬場舉行的香港打吡大賽擔任大使
。會場內還有早前被指在無錫與孫耀威齊攬女化妝師
的馬德鐘，他一身西服與太太盛裝現身，並首度就緋
聞作出回應。

只是慰問醉娃
馬德鐘夫婦剛自馬來西亞度假完返港，由於囝囝

要返學，今次沒同行，他計劃本月底待兒子放假，再
一家到較遠的地方旅行，四月中才開工拍劇。度
假期間被刊登醉擁女化妝師，馬德鐘表示起初心

情沒受影響，但之後報道轉載至內地新聞網，變得嚴
重歪曲，他既感無辜，也怕年過八十的父母擔心，以
及不知粉絲心態如何。

馬德鐘說： 「這期間我不在香港，故沒回應。根
本事件很簡單，在這麼夜、這麼冷的環境下，即使見
到有女士醉坐路邊也應關心，何況是大家認識的同事
，絕對要慰問，她坐在地上，若我矮一點就不會對正
那個位（敏感位置）。（但報道指你當時有所動作？）
當時得攝氏零下幾度，我又穿長褸，她醉了又跌倒，
我不會說雜誌誣捏，只是與記者的角度有出入，之後
女化妝師與另一位演員吳京安，都有挺身而出為我說
話。」

馬德鐘笑謂之前太太已有預感說，他找女助手小
心被人寫，故他找來男助手，太太又笑說可能會寫他
與女化妝師，全給太太說中。他說： 「以後都要避忌
少許，不想影響家人與粉絲。（太太信你嗎？）信，
但都有鬧，叫我不要太接近女人。」自上次涉非禮事
件後，其太太經常跟在身邊，他否認是監察，只是想
多親近。 「發生一連串事件後，我們多了溝通，感情
好了。（豈不是賺了？）多謝大家。」

幸無影響工作
連串事件後，馬德鐘自言有反省，即使是紳士風

度照顧人，都要考慮當中尺度與角度。這是否為讓太
太安心？他說： 「是令所有人安心，大家對尺度有不
同看法，男女一起不一定有色情指標，都有朋友關係
在內。」他強調事件沒影響其工作，誠如雜誌指仍具
吸金力。他更乘機捧新劇說： 「我由 『餓狼隊長』變
為 『飛虎』，新劇已出街。」至於他簽約王維基有份
的經理人公司，馬德鐘澄清跟任何一家電視台無關，
無論香港哪家電視台找他都可洽商，但在無線成長的
他，當然以無線為優先。

至於張智霖的馬匹要留待下季才能參賽，他坦言
能做馬主很幸運，當然也想拉頭馬，並笑說： 「這是
人生三大樂事之一。（希望參加打吡嗎？）絕對是終
極夢想。」

張智霖（ChiLam）、張敬軒（軒仔）、蘇永康（康仔）
及台灣美聲代表林育群（小胖）前晚舉行 「新城唱好靚聲
最強音樂會」，邀請了劉浩龍、林奕匡、女新人孟楠擔任
表演嘉賓。軒仔帶病獻唱，狀態稍遜，他表示感冒未清，
希望觀眾多多包涵。

ChiLam未買賀禮
在早前的記者會上笑稱要獻唱康仔及ChiLam兩位前輩

的歌曲的軒仔，最終唱了ChiLam的《現代愛情故事》。他
笑言： 「想當年唱這首歌的時候，自己仍在讀中學！不過
今日首歌重新編曲，我都要邊唱邊偷看貓紙。」未知是否
擔心ChiLam會生氣，軒仔在台上補鑊大讚對方笑容可掬又
擁有幸福家庭。對於有傳表舅母謝安琪快將離開環球，軒
仔坦言轉會跟搬屋一樣，自己沒有追問詳情，並說： 「希
望她在新環境可以發揮得更好，再上一層樓！」

ChiLam明晚將會出席老闆薛嘉麟及諸葛紫岐的婚宴，
他表示未想好禮物，祝福最重要。問到會否傳授生仔秘方
？ChiLam說： 「沒有秘技，只有慣技，是全世界男人都有
的慣技。（最近有否用慣技？）要視乎有沒有時間，最近
就忙於拍戲。（很久沒見過囝囝會否心痛？）不會，大家
各有職位，我是專職拍戲和唱歌。」他又大讚特首候選人
的辯論大會精采，並說： 「我好喜歡唐英年講： 『我的優
和缺點大家都一目了然。』因他坦率得可愛，又肯回應自
己有缺點。」

小胖恨透青春痘
小胖下台後急忙到化妝間補妝，他坦言新年期間吃得

太多，導致滿面青春痘。他直認說： 「我當然愛漂亮，誰
會想有痘痘？自己實在苦惱。」

小胖表示，今次有機會跟多位實力派歌手同台，感到
非常榮幸，特別是大合唱時向偶像雲妮侯斯頓致敬，感到
非常光榮。

軒仔隔空祝福謝安琪

回應與化妝師緋聞

馬德鐘自省：馬德鐘自省：今後要避忌

蒙嘉慧唱衰男友

鄭欣宜和謝安琪昨日出席 「香港防癌會慈善保
齡球賽」，並主持開球儀式。欣宜本身不懂打保齡
，她最擔心是打爆指甲。

欣宜偕男友見長輩
談到近況，欣宜早前返加拿大探親兩星期，期

間不時和親人飯敘。她表示，男友 Mark Ryan 也
在加國會合她。至於親人對男友印象如何？她表示
最初一、兩天雙方仍未熟絡，惟兩個姨丈之後不停
斟威士忌給男友，之後又斟紅酒，乍見男友樣子有
點驚慌。欣宜說，一眾長輩可能好杯中物，相信並
非測試男友的酒品。

此行欣宜帶同男友拜祭亡母，她更在墓前播自
己第二張唱片的歌曲。另外，欣宜打算在加國買一
塊墓地給自己，因為近日當地墓地價格上升了近一
倍，加上婆婆、姨丈和媽媽也葬在那裡，故她有意
買間 「屋」給自己。欣宜又謂每次去亡母的墓地，
也看到不少人送來的鮮花，令她大為感動，可能剛
巧是媽媽死忌，總之大家仍然記得，十分有心。

可能與環球再合作
此 外 ， 謝 安 琪 （Kay） 昨 早 出 席 了 「2012

FitMind慈善行」，她正處理和環球的合約問題。早
前有報道指Kay在二○○五年雖然與Avex仍有合約
，已向環球招手，故其經理人公司發聲明代澄清；
阿Kay強調該報道歪曲事實，總之自己沒有違約，
十分尊重合約精神，並感謝公司迅速處理此事，以
免人家誤會。

另外有傳聞 Kay 以四百萬元與環球解約，她表
示數目多少不便透露，其實現在仍未知詳情，有可
能繼續合作。Kay 並不擔心合約問題影響工作，往
後的工作已排到好密，自己又不急於處理合約問題
，不希望草草了事。

此外，Kay 有份演出的《大追捕》上映三天共
有四百萬元票房，成績真的不錯。她表示，希望電
影和音樂雙線發展，同獲理想成績。

Kay解約嘆慢板

泰迪羅賓前晚出席 「第 17 屆 ifva 比賽頒獎典禮」
，並擔任頒獎嘉賓，同場的尚有黃耀明。泰迪羅賓指
今年參賽者水準比去年高，他希望找到新血加入電影
圈。提到現時新人機會好像比以前少，他說： 「我覺
得時機比機會重要，如果有機會卻不懂處理，反而是
浪費，所以新人要不斷學習充實自己，等待時機。」

邀陳奕迅拍戲碰壁
談及新的工作計劃，泰迪透露將與黃百鳴合作執

導電影，劇本仍在構思中。今次的電影，題材沒有限
制，只想傳達某種訊息。有指黃百鳴的電影向來商業
化，泰迪表示不介意，當然也想做到雅俗共賞。問他
想跟哪位演員合作？泰迪笑言每個人都想找明星合作
，但也要看他們是否有期，自己之前想找陳奕迅演出
，但對方很忙，要到明年才有檔期。對於今次的參賽
作品，黃耀明亦坦言，極為欣賞參賽者的創意。他又
謂，最近覺得《大追捕》和《桃姐》都富有香港的味
道。

泰迪頒獎乘機揀蟀

台灣六人男子組合MP魔幻力量前晚首次
在港於九展舉行 「黑白切」演唱會，任賢齊
（小齊）則擔任神秘嘉賓。當晚全場爆滿，歌
迷雖然站足全場，但全無怨言，還高舉團員最
愛的紫色熒光棒落力支持。

望登紅館
為迎合香港歌迷，他們苦練了兩首廣東歌

《想你》及《極速傳說》，掀起全場高潮，唱
到 「頭搖又尾擺」的歌詞時，團長兼bass手凱
開更大跳搞笑舞蹈配合。

完場前，六子在台上感謝來自世界各地陪
伴他們的粉絲，以及特地來港捧場的父母，主
唱廷廷感性說： 「MP 是最幸福的樂團，一路
上有五月天、小齊哥和丁噹的帶領。」當觀眾

起哄要他脫掉墨鏡時，他承諾當MP進軍紅館
之日，便是他脫掉墨鏡之時。

完騷後，六子一起接受訪問。對於前晚演
出，他們非常滿意，觀眾的反應比他們預期更
為熱情。廷廷坦言今次演出是過往的精華版，
故他們對演出的信心及掌握度都比以前高，他
們又視紅館為目標，希望以後能多來港演出。
嘎嘎又自爆要強忍淚水，廷廷則指興奮比淚水
還要多，鼓手阿翔也謂看到媽媽在台下用力揮
手，忍不住哽咽。

提到神秘嘉賓小齊，他們均表示事前全不
知情，阿翔謂，原本小齊在台灣工作未能抽空
回港，所以開騷前在後台見到小齊的經理人，
他們也有點懷疑，不過當小齊上台時，他們還
是被嚇倒！

小齊突現身嚇煞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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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仔（左起）、小胖、康仔及ChiLam在台上施
展渾身解數

▲蒙嘉慧（右）以一分之差輸了
給王浩信那一隊

▲黃耀明十分支持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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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德鐘（左）因再傳情色新聞畀老婆鬧

▲張智霖擔任香港打吡大賽的大使
◀馬德鐘自責在男女相處方面欠分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