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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力申、關心妍、張嘉兒、吳家樂、
貝安琪等前晚為無線遊戲節目《五覺大戰
》擔任嘉賓並進行錄影。小方早前與女友
鄧麗欣（Stephy）歐遊被撞破，兩人隨即
大方公開戀情，Stephy更不諱言因自己被
偷東西，所以借小方的信用卡狂碌購物，
問到小方她還錢沒有？小方笑說因為仍未
收到月結單，要知道銀行對歐元的匯率有
所不同，笑說兩人是否都不用計？小方卻
說： 「不是，大家都是辛苦賺錢，（當送
給女友吧！）送同自己買的又不同，就算
我話送啊，她都不要啦。」

不擔心影響事業
雖然戀情已正式曝光，但小方仍

是不願多談，他直言向來都甚少提
及感情事，雖然自己去巴黎都預計
有可能被網民拍照，誰知卻會撞
到正，當然兩人都不擔心會影響
事業，只是覺得公開後雙方會有
更大壓力，像是總會有些炒作
新聞，但說兩人感情堅固，如
早前他被發現於內地酒店有色
情卡片，女友都信心十足並為
他解畫，小方即說： 「什麼幫
我解畫啊，這個是真的，好似
連我爸爸都有遇過，（那你們
今次同房就無事？）那
當然無啦。」小方並
表示不是預支蜜月，
暫 時 都 未 有 此
打算。

陳偉霆（William）昨日出席一個跳舞
比賽，並擔任評判及表演嘉賓。由於活動
由床褥品牌贊助，William要對住張床跳舞
。他表示對床褥都有要求，因為男人的腰
好重要，他亦都捨得花錢買，現時家中的
床褥過萬元。問到他買床褥要女友蔡卓妍
先試嗎？他笑言不用，因為是自己睡。

最近有報道指他買過百萬平治房車，
榮升圈中小富豪。William說： 「不是呀，
我供得好辛苦㗎。」他表示一直都想換架

大些的車，因為有時想一次過帶四隻狗出
街，加上他都想媽咪坐得舒服一點。而新
車第一個乘客亦是媽咪，女友暫時都未坐
過。對於被封圈中小富豪，他立即否認，
他說： 「一定不是啦。富豪的定義是要再
踏實些。」記者指他有車有樓，下一步是
否成家立室？他坦言未想，車及樓都是男
士追求的必需品，是基本應該擁有的。記
者笑他只欠個老婆，他笑說： 「未必，有
車有樓，都可以繼續有多些樓。」

陳偉霆 有車有樓否認富豪

張靜初最近來港，為今晚舉行的 「第六屆亞洲電影大獎」擔任頒獎嘉賓。昨午靜初接受
香港傳媒訪問，最近少了拍戲的她表示，去年拍完《唐山大地震》後，有感工作太密，令
自己也迷失了，所以刻意暫停工作一段時間，希望好好調整自己，現在她每年只會拍攝一
、兩部電影。

去年張靜初去了紐約遊學半年多，這半年她獨立安靜地做回自己，閒時去觀賞戲
劇工作。她指之前長時間有一班人照顧，已懷疑自己沒有自理能力，才會想找回自
己。下月她將往賭城拍攝蘇菲亞哥普拉（Sofia Coppola）執導的電影《The
Bling Ring》，五月亦會拍一部歐洲片。張靜初本身修讀導演，她又計劃何時執
導演筒呢？她坦言未有計劃，她覺得只要能令人感動的已是好電影。談及今次提
名的電影，靜初最希望《桃姐》的台前幕後得獎，這部戲令她十分感動。

九把刀每周六次想結婚
九把刀執導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的陳妍希及柯震東分別入圍

「第六屆亞洲電影大獎」的 「最佳女主角」和 「最佳新演員」，九把刀笑指
柯震東現實中說話很白痴，今次有機會入圍，確是很幸運。九把刀希望休息
兩年才拍第二部戲，不想承受太大的壓力。他覺得拍戲誠懇的態度好重要，
不應硬銷。他指拍片不是為了賣片，雖然《那》片在內地上映時被剪，他會
尊重內地的尺度。他的另一部小說《殺手歐陽盆栽》分別被香港和荷里活購
買版權，他都期待看荷里活的版本，若被拍成爛片，他只能默然接受，但會
默默掉淚。問到他有想過結婚嗎？九把刀笑說： 「每周也想五、六次，但都
是一時衝動，幸好女友都沒有答應。」

靜初 紐約遊學做回自己

子丹初遇奇洛擺架勢過招

「Power of Film Gala 慈善晚宴
」昨晚假灣仔君悅酒店舉行，出席嘉賓

包括有奇洛李維斯、甄子丹及汪詩詩、莫
文蔚、何超儀、吳彥祖夫婦及日本歌手

GACKT等，一向親民的奇洛，甫到場即停步給
大家拍照，拍了一會當他欲離開時，記者又要求

他再停步多拍幾張，他一樣有求必應，還停步接受
記者簡短訪問。提到他的新戲《太極俠》正在北京進

行拍攝，雖然當地落雪，但並未影響拍攝；至於會否來
港取景，他表示未知。而他首次與甄子丹見面，他表示
大家有傾偈，並大讚莫文蔚是好演員。問他可會拍一
部在港取景的戲？他表示希望，然後便被大會工作人
員拉走。之後記者要求他與子丹拍合照，二人顯得
惺惺相惜，還大擺過招甫士，之後子丹更介紹家人
給奇洛認識。

決訴諸法律追討損失
近日子丹與趙文卓就新片《特殊身

份》一片各執一詞，並在網上展開罵
戰，昨日子丹委託助手發出 「嚴正

聲明」，澄清自己並非趙文卓辭演該
片的幕後黑手，對於趙文卓的各種言

論保留追究權利。聲明指《特》片
劇組於二月二十九日宣布與趙文

卓終止合作，乃投資方作出的
決定，子丹並無逼趙文卓離
開。文中又指責趙文卓接受
訪問時歪曲辭演的理由，把
矛頭指向他，借中傷他為
手段，自我宣傳。由於報
道刊出後，他的微博被留
言瘋狂洗版，他和家人、
影迷分享的空間被污染，
目前已凍結戶口。聲明又
列出五點趙文卓接受訪問
的不實言論，包括 「辭
演的幕後黑手、擅自更
改劇本，導致劇組停工

損失過千萬、向傳媒爆料
等等」由於該些指責已構

成誹謗，令他在娛樂圈
三十年的聲譽和形象
受損，因此決定將事
件訴諸法律，為自
己討回公道，並保
留追討損失的權

利。
子丹昨晚表示不

想喧賓奪主，所以只
想講出三點，一是報

道失實，令他好失望；更謂當初是他力排眾議用趙文卓，之後又
盡力調解及挽留，錯就錯在自己要用他；他又指趙文卓歪曲事實
，公然講到好似真的一樣，所以他會交予法律去處理，問到會否
與對方 「隻揪」？子丹表示大家已是大人，而且他最近亦很忙，
至於換了由安志杰演出趙文卓的角色，子丹表示對劇組並沒影響
，但就要從頭拍過，問到他日可會再與趙文卓合作？子丹謂不排
除這個可能。而昨日是子丹首次見奇洛，大家更有傾偈，但並沒
傾功夫，只傾一些開工事，子丹笑謂奇洛傾偈時也郁身郁勢似打
太極，而且馬步好好。

昨日有報道指子丹由內地趕返港出席飯局傾姨仔汪圓圓的婚
事，他表示兩家人經常吃飯，並不是傾婚事，又謂年輕人由得他
們先拍拍拖，不過有一個人對圓圓好，他身為姐夫也很開心，並
讚圓圓男友蔡加讚very good，好細心又好好人。圓圓也否認結婚
，並說與男友家人經常見面及吃飯，至於奇洛及子丹二人，她讚
兩個都型，但若要她揀一個，她會揀姐夫，因他是個好男人。昨
日適逢是圓圓父母結婚三十二周年紀念，所以圓圓的媽咪、婆婆
及阿姨都有出席。

超儀落選指奇洛唔識貨
何超儀昨日是第二次見奇洛，第一次見面是試鏡時，說到對

方沒揀她而揀了莫文蔚演出，她笑道： 「唔識貨，（嬲不嬲？）有
嬲㗎！」她又透露之前在美國與米奇洛基拍過一部西片，不過純
粹抱住去見識，因為西片始終是外國人做主導。而稍後她將投資
及演出一部商業喜劇，並將夥拍兩位影帝演出，但她暫時不肯透
露二人是誰，有指今次是兩個影帝拍她這個影后，她即自嘲是「西
班牙烏蠅仔」，問她新戲會否找奇洛演出一角？她即笑道： 「都好
喎，找他來行行企企，好似蠟像那樣棟喺度！」莫文蔚目前在為
電影做前期工作，四月才正式入組開工，並要在北京逗留數月，
由於老公是奇洛的fans，屆時也會度期去探班；不過她與奇洛的對
手戲不多，但未感失望，因他是導演，與演員也會多溝通。另外
，記者採訪完慈善晚宴後，在離開酒店時碰到李嘉欣與老公許晉
亨一起離開，身穿連身裙的嘉欣小腹微隆，問是否懷了第二個BB
？嘉欣直言不是，說到奇洛在此出席晚宴，嘉欣即露出驚訝表情。

發聲明斥趙文卓三宗罪

荷里活影星奇洛李維斯（Keanu Reeves
）最近忙於北京拍攝電影《太極俠》（Man
of Tai Chi），但仍抽空來港，出席第三十
六屆國際電影節 「國際大師班」活動，並擔任
嘉賓。昨日大會播出他監製和主持的紀錄片
《追蹤電影未來》（Side by Side），有數百
觀眾出席，當奇洛到場時，全場觀眾都報
以掌聲歡迎。

親民作風得觀眾掌聲
是次座談會由導演楊凡主持，奇洛昨日甫下

飛機，便立即趕到會場，可能太趕連飯也未有時間
吃。他坐下後便立即飲水，又不停吃桌上的零食，連主
持人楊凡都忍不住出聲，笑他吃得太多了。奇洛聞言都
尷尬大笑，不敢再吃。會上亦設觀眾提問環節，觀眾反
應熱烈，爭相發問。但奇洛卻呈現疲態，每條問題都思
考良久才回答得到，又不時抓頭髮。其中有觀眾問他在
新片《太極俠》和哪位女星是一對？主持人立即阻止，
提醒大家問與電影有關的問題，但奇洛卻很大方笑言沒
所謂，雖然他最後都沒有回答此問題，但其親民
作風又博得觀眾掌聲。

有觀眾問到奇洛拍攝《太極俠》時，以什
麼方式拍攝？他開玩笑說：「哈哈，我是用攝影
機，其實是數碼電影技術。」他指用數碼方式比
菲林便宜。散場後，不少粉絲拿着奇洛的海報及

影碟在場外等候，不肯離去。而奇洛昨晚會出席於君悅酒
店舉行的 「Power of Film慈善晚宴」。

難忍肚餓難忍肚餓
落機趕場落機趕場

已離巢無線的馬浚偉，前晚由內地趕返港於昨日聯同夏雨、
鍾嘉欣、蕭正楠、麥長青及胡定欣等，到商場宣傳今晚首播的劇
集《當旺爸爸》，期間眾藝員分組玩遊戲，馬仔抱起嘉欣，嘉欣
則吻了馬仔一下，嘉欣因玩得太投入，竟扯起了T恤露出肚臍。
工作人員又推出燒豬款式蛋糕為蕭正楠提早慶生，因他明天便要
去橫店為《大太監》拍外景，而劇中飾演他太太的楊秀惠則做代
表向他送上香吻。而該劇監製梅小青亦將離巢，她於活動後顯得
依依不捨，笑言要馬仔 「錫」，馬仔即照辦，之後她再與劇中演
員擁抱。

拍港劇無線首選
馬仔獲大批fans撐場，他表示此行逗留數天為劇集宣傳，之後

將到北京開會，然後再回橫店拍新劇。雖然馬仔在內地拍劇的身
價達六位數字一集，但今次回來仍會與無線傾部頭約，他坦言：
「雖然王維基那邊有人跟我傾了幾次，但自己在無線十九年，返

香港拍劇無線仍是首選，（但無線給不到你內地拍劇的價錢？）
我相信會有合理加幅。」他笑言日內會返無線宣傳，但這次是嘉
賓身份，要用訪客證，所以有點不慣。有指因他離巢關係，故
《當》劇的宣傳片都集中在夏雨身上，他解釋是誤會一場，因早
前監製叫他回港拍宣傳片及封面時，他正在橫店拍劇，故未能抽
空回港拍攝。過往馬仔的劇集經常被無線放在 「炮灰檔」播映，
但依然有好收視，今次《當》劇亦安排在復活節假期播出，已見
慣不怪的馬仔說： 「我打過農曆新年、打過世界杯，復活節算什
麼，今次在九點半檔播算好了。」

嘉欣今年將推出四套劇，她卻嫌太多，認為最好每年兩部，等觀
眾可以記住所演角色。擅長拍哭戲的嘉欣，表示今次是喜劇不用
哭，而且心口掛住勇字，想到就去做，她道： 「我本身好細膽，
但拍完後也改變了，不但做事爽快不再婆媽，而且不再細膽。」

奇 洛

小方 承認拍拖非預支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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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仔（右）在宣傳活動抱起鍾嘉欣

▶奇洛作風親民，贏
得觀眾掌聲

▲汪詩詩（左起）、子丹、奇洛、莫文蔚和超儀齊出席晚宴

▶子丹（左）初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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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霆有車有樓被指是富豪，他否認

▶被網民拍
到 Stephy
（圖）和小方
齊往旅行

◀小方坦認拍拖，但未有預支蜜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