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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長青（麥包）、鍾嘉欣及樂瞳
昨日到新城接受訪問，原定出席的馬
浚偉則因病缺席。他們趁機公布好消
息，因新劇《當旺爸爸》前晚首播即
取得好成績，最高收視三十三點，平
均收視有三十一點，成為今年劇集首
播的最高收視。麥包表示雖然劇中多
位演員都不在港，嘉欣亦將返溫哥華
小休，但在港的演員還是會吃飯慶
祝。

久未放假的嘉欣，今次將返加國
一個月，從未去過溫哥華的麥包與樂
瞳都不約而同表示好想去，最好是劇
中爸爸夏雨在當地也有房子，可以慳
回酒店錢，又可有熟人帶他們周圍
玩。那麼麥包可有打算在當地買屋？
他道： 「我在香港都未有樓，不過朋
友指當地讀書環境好，我都考慮送子
女過去讀書，（你捨得嗎？）我不返
內地工作也是因為捨不得他們，不過
子女長大後始終會離開父母。」

家庭溫馨事
對於此劇被指安排

在 「炮灰檔」播映，但
如今首集已有好收視，
是否證明收視與檔期無
關？麥包表示自己演
出的劇集也試過多次在節日檔播映，
不過最重要是質素，他知道未來小朋
友要考試，跟着又是復活節假期，父
母可能因溫書關係而少看電視，但覺
得溫書之餘也要有娛樂，如果只可看
一個節目，就揀這個輕鬆溫馨的劇集
收看，否則也盡可能錄起來欣賞。因
此劇主要講家庭的溫馨事，所以他也
讓子女欣賞，女兒看罷更自言更明白
爸爸的想法，他有感而發道： 「大家
不要吝嗇一句我愛你，我沒在弟弟
清醒時跟他講我愛你，現在他已
走了，所以好後悔。」

「張惠妹 MeiZING 世界巡迴演唱會
2012 香港站」定於五月二十五日及二十
六日在紅館開騷，主角張惠妹昨日專誠來
港舉行記者會，不過就明顯暴漲了不少，
未知是否有新戀情而心廣體胖；席間還透
露今次會為香港觀眾多唱廣東歌，而且罕
有地開四面台。她謂： 「我一直都是開三
面台的，四面台曾於新加坡試過，但對自
己是非常難的，但有難處亦有好玩的地
方，是自己的一次好玩的挑戰。（會否性
感上陣？）我一向在演唱會也有性感部
分，尤其是今次是十五周年的演唱會，會
演唱很多久未唱過的歌，並將之重新編
曲，包括有搖滾、性感和抒情很多不同的
元素。」而向來演唱會不會請嘉賓的阿妹
表示如果在港的演出邀請嘉賓，心目中的
人選是陳奕迅和方大同。問到會否請緋聞
男友庾澄慶（哈林）來港捧場嗎？她坦言
台灣的演唱會有請他來欣賞，但香港應不

會了。

「交朋友是正常的」
問到是否感情生活愉快故胖了不少？

她坦言： 「是胖了一點，就是開心嘛，之
前放了三個星期假，但到了哪裡旅行就是
秘密；不過亦是時候減肥了，因要準備演
唱會。」說到她在台灣被拍下有新歡的照
片，是否有新戀情而高興？她原本口快快
的說了一聲 「對」，隨即說這個不可談，
還着助手給她一杯冰咖啡，似乎想令自己
冷靜一點；跟着又避開話題道： 「交朋友
是正常的，工作以外，我都是過正常的生
活。至於感情事，經理人就交代過不可
講，演唱會後再問吧！（男友會否來港捧
場？）所有朋友我也會邀請來看的。」再
追問是否生活很愉快？她轉換話題說：
「我很開心和期待在台灣的演唱會，因演

出七場是自己的一個挑戰。」

房祖名、夏雨、Jessica C.及鄧家佳昨日齊出席電影《寶島雙雄》於香港影視
展舉行的記者會，此片於台灣取景拍攝，各演員昨日談及拍攝感受，大家都很多謝

祖名帶他們周圍去品嘗當地的美食。不過，原來祖名在戲中受了
不少苦，尤其是 「小祖名」。祖名在戲末更特別拍了片段，

向父母說對不起，因為之前沒有告訴父母會拍這些戲
份。

會上祖名又重演一次如何被踢，各演員都上陣作
狀踢他，場面搞笑。事後祖名指拍此片，被踢差不
多一百次，當然拍攝時都有戴上護罩。但有時也
會被踢中的，他通常都不會出聲，會站在一旁跳
幾下，扮整理護罩。他不想告訴大家，怕大家會
因此留力，很難拍攝下去。

祖名又笑言Jessica C.踢得最狠。他又謂原
本劇本寫被踢的是夏雨，不知為何變了是他，但
他都沒所謂，亦覺得今次是好難得的經驗。

無線劇集《大太監》的一
眾演員前晚齊集機場，出發到

橫店拍外景，場面熱鬧，
包括米雪、黎耀祥、陳茵
媺、胡定欣、岳華及數
十名工作人員。黎耀祥
的太太都有隨團出發，
祥仔指已有七、八年沒
去過橫店，聽說當地已
面目全非。記者指橫店
現時經常有 「狼」蹤
出沒，他是否負責照顧
劇中女演員呢？祥仔笑

言自己會負責看管男同
事，太太會負責女演員，
每次出門口便分兩邊行。
他指現在女演員若不小

心跌倒，在旁扶一把的男演員都
可能會被說不是。問到他和太太
同行，誰人照顧兒子？他表示兒
子有工人照顧，加上外父外母的
家好近，應該沒有問題。

出外拍攝增歸屬感
談到新老闆陳國強接管後，

劇集投資多了。祥仔都認同，因
為上次出外拍攝已是幾年前，但
今年會有四個劇出埠拍攝。米雪
指出外拍攝也要看劇情是否需
要，但她都覺得多些出外拍攝，
會增加台前幕後的歸屬感。米雪
笑言今次去拍外景，感覺像參加
旅行團，她更準備化身導遊，帶
大家在橫店遊覽。米雪指大家已
約好，有假期的話一齊去吃串
燒，更有人已帶備結他，好像開
派對一樣。米雪又謂會跟祥仔齊
當上保安，確保大家就算飲酒也
只是輕輕鬆鬆減壓，絕不會醉
倒。陳茵媺是首次出埠拍外景，
心情特別興奮。男友陳豪又有提
醒她小心嗎？她指男友有提她保
溫，因為她本身怕凍，所以帶了
很多暖包去。她會否擔心有人酒
後亂性呢？她笑說： 「我會跟實
祥哥及祥嫂。」

赴橫店
祥仔米雪齊當保安祥仔米雪齊當保安

祖名拍片向父母致歉

麥包樂瞳羨慕嘉欣赴加國

阿妹口快承認有新戀情

責任編輯：林錦波
美術編輯：梁國明大公園 文化 小公園 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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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嘉欣（左起）、麥包和樂瞳齊到電台接
受訪問

▲米雪表示到橫店會跟祥
仔齊當保安▲

祥仔（右）攜同太太一
起出外拍外景

名模諸葛紫岐（Marie）昨日與卡
拉 OK 太子爺薛嘉麟（Ernie）拉埋天
窗，並在灣仔會展舉行盛大婚禮，有
指婚禮豪花八百萬港元，吸引近百傳
媒採訪。日前有員工發告密信去報
館，指Ernie刻薄，不過昨日他以娶了
好老婆為藉口，不談公事。

近百傳媒於昨午兩點半已到會展
守候採訪是次婚禮，而婚宴會場以新
人的婚照作布置，門外放置了 Marie
最愛的麵包超人，周圍綴以色彩繽紛
的積木，而婚照中以 Marie 戴了后冠
的女王頭郵票婚紗照最為特別。期間
有三輛大巴接載為數約百人的內地人
士到場，估計是女方的親戚。直至傍
晚五時四十五分，一對新人以婚紗禮
服會傳媒，頭戴鑽石后冠的 Marie 則
沒有戴太多首飾。有傳媒要求他倆咀
嘴合照，但二人害羞地拒絕，Marie亦
拒絕透露一身鑽飾價值多少，問到結
婚心情時，Ernie坦言好開心興奮，為
何不肯咀嘴？他們互望但笑不語。

親自揹Marie返大屋
早上他們按傳統儀式穿上中式裙

褂接新娘，Marie 清晨七點已開始化
妝，九點左右Ernie與大紅花轎準時到

達，姊妹們準備了多個遊戲玩新郎哥
和兄弟團，包括穿上椰殼型胸圍配草
裙、搽唇膏嘴對嘴玩心傳心，雖然未
難倒兄弟團，但當要選出一個兄弟以
腳趾在冰水中夾蓮子時，眾人都面有
難色，幸兄弟之一的蔡加讚自告奮勇
除鞋夾冰，場面搞笑。其後Ernie要以
廣東話、國語等向 Marie 讀出愛的宣
言，當讀到 「今日決定接妳走，與妳
永遠長廝守，兒孫滿堂福氣夠，共諧
連理到白頭。」時，Marie感動得眼眨
淚光高舉手指公，大讚老公一百分，
之後一對新人就向長輩敬茶，長輩寄
語兩人盡快添丁，之後Ernie更親自揹
Marie出門上大紅花轎，然後再揹她返
回大屋。

大好日子避談傳聞
Ernie表示接新娘過程順暢，開門

利是則是開心價。問到姊妹們可滿意
開門利是數目？Marie 趁機賣口乖︰
「二少（老公）在旁當然滿意！」問

Ernie有何愛的宣言？他笑說︰ 「總之

永遠愛錫她、照顧她。」問到雙親可
有向他們贈言？Ernie不諱言︰ 「要愛
錫她。」問 Marie 對老公可有要求？
她甜笑謂︰ 「沒有，希望愛我。（可
會幫老公理財？）我理財唔叻，（可
有錫他？）這事要在家裡做！」Ernie
其後透露婚宴設有魔術表演，希望賓
客滿意又開心，至於他會否為太太獻
唱？他謂說了會沒驚喜，到時才揭
盅。至於生小朋友方面，他希望越多
越好，問到婚禮是否豪花八百萬港
元？他表示沒計過。再問婚宴上二人
可會斟茶給大伯及大姑奶陳法拉？
Ernie顯得緊張道︰ 「今天只講自己，
不說其他花邊事。（今早大哥可有恭
喜你？）很多人都有恭賀。（有指你
刻薄員工？）今天很開心，娶了個好
老婆不講公事，昨日我也有上班。」

薛嘉麟
諸葛甜到漏

▲薛嘉麟（左）被問婚宴是否花費八百萬，他表示▲薛嘉麟（左）被問婚宴是否花費八百萬，他表示
沒計算過，旁為諸葛紫岐沒計算過，旁為諸葛紫岐▲▲

薛嘉麟（左）揹着新婚妻子諸葛紫岐返回大屋薛嘉麟（左）揹着新婚妻子諸葛紫岐返回大屋

▲穿上傳統裙褂的薛嘉麟與諸葛
紫岐，表現甜到漏

▲薛嘉麟（左）和諸葛紫
岐換上婚妙禮服會傳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