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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天華、岑麗香、徐子珊及陳煒等一眾演
員昨日為無線新劇《神槍狙擊2013》（暫名）
到電視城試造型，天華前晚有份出席晨曦班主
兒子周志豪與二○○六年落選港姐鄭嘉雯的飲
宴，對於黃浩聲稱被男藝人掌摑要報警求助，
而曾志偉亦被警方邀請協助調查，天華表示：
「前晚一對新人我都認識，校長譚詠麟上台唱

歌，之後大家接力唱，我都有上台接棒；不過
當晚我坐的位置同事發位置有點遠，我看不到
事發經過，加上我要開工，所以好早就離開，
事後看訊息才知道出事，但我不太相信報道所
講，志偉一向跟我們溝通都是這樣玩，他有時
都會打金剛，以我熟悉的志偉會玩得好癲，不
過我看不到內情就不作結論。」

香香操弗腹肌少露肉
香香在戲中飾演狙擊手，早前已經為劇集

密集訓練兩個星期，她表示： 「每日都跑步做
運動操弗體能，訓練期間不算辛苦，只是輕微
的瘀傷，不過今次個角色對我而言是個挑戰，
監製要求我不要笑太多，所以平日都開始中性
打扮，希望容易一些入戲，練手臂跟腹部的肌
肉，但不需要少布露肉。」她續說： 「我都不
喜歡低胸性感，由頭到尾都不覺得自己是女神
，現在可以穿這些衣服覺得很舒服。」

張兆輝在劇中是嚴厲的狙擊手教官，幸好
一向有踢波的習慣，要操起上來都駕輕就熟，
他說： 「我不是筋肉人，不過大家不用擔心，
一定有肉看，不是豬腩肉，只是未曬黑的朱古
力。」他透露劇集獲贊助價值過億的巨型遊艇
作為劇中的居所，他笑言會邀請劇中幾位有對
手戲的女主角上船燒烤耍樂。

天華指志偉玩得癲
不會打人

張學友、陳寶珠昨日於海港城出席 「夢幻絲帶
聖誕」慈善籌款揭幕禮，在現場呼籲大家關注及支
持香港血癌基金的籌款活動。學友的好友曾志偉前
晚疑與黃浩起爭執，學友坦言已致電問候志偉，希
望大家以和為貴。

張學友出席聖誕活動，表示今年聖誕會留港度
過，因女兒要考試及溫習。學友於台上指大女開始
不黐他，他笑說： 「細女仍然黐我，但大女十二歲
不黐我，現在會經常講電話。」問他知道女兒是與
男仔通電話嗎？他稱應該不是，暫時這個年紀都分
得好清楚，學友被問會否接受女兒早拍拖？他說：
「到時再算，不能驚太多，我不想阻止她，但亦不

想鼓勵她。」

指黃浩遭掌摑是意外
黃浩前晚於婚宴報稱遭一位男藝人掌摑，其後

報警求助，有傳曾志偉與他起過爭執，學友說：
「我沒有看報道，但有人告訴我，我已致電志偉，

他 OK，現時休息當中。」問他有問志偉發生什麼
事嗎？他表示沒有，只問對方是否有事，學友坦言
起初都有點擔心，但通過電話後就沒有擔心，學友
說： 「平時志偉飲醉最多是瞓，給人抬出去，可能
最近他被人講得多，所以不肯瞓。」問他有見過志
偉亂說話嗎？學友指志偉只會在朋友圈子亂說話，
他識了志偉二十多年，很少有這個情形，他指自己
亂說話比志偉更多，並指今次事件只是意外。

學友坦言有叫志偉喝少一點，好像前晚的婚宴
，他亦有叫朋友向志偉講少喝一點，但有時置身其
中都知道很難，不過最緊要大家沒事。提到近日指
有藝人於黃浩的餐廳涉嫌吸毒，問學友有否留意？

他說： 「有睇少少，但好似好神秘，說好多圈中人
，但又不知是誰。」對於有傳志偉與人起爭執，是
因近日有疑似藝人吸毒片段，學友說： 「拎住那些
片不是幾好，盡量以和為貴好一點。」被問有見過
娛樂圈藝人有不良嗜好嗎？學友指飲酒較多，食軟
性毒品就不多，他稱上癮要戒，又會影響精神，不
上癮又沒有意思，其實真的沒有好處。問學友知
道志偉會出來交代此事嗎？學友指不知志偉不
見人，以為他是未瞓醒，又叫大家放心，志
偉沒事的。對於有指梁家輝早前拍邵氏的賀
歲片收不足片酬，學友指自己之前拍的《72
家租客》已收足片酬，沒有拖數，笑指可
能梁家輝與邵氏有深厚感情，並指梁家輝
的片酬比他貴很多。

陳寶珠不想給兒媳壓力
此外，陳寶珠昨日表示今年聖誕與

去年一樣，會與兒子度過及交換禮物，
問她恨抱孫嗎？她稱最近大家都問她
這個問題，自己都很矛盾，因不想給
兒子和媳婦壓力。寶珠姐表示當然想
抱孫，她亦知兒子有準備隨時造人，
問她有煲湯水給媳婦補身嗎？她指媳
婦有睇中醫調理，至於屆時會否幫
手湊孫？寶珠姐即說： 「我湊，我
一定湊，男孫女孫都沒有所謂。」提
到學友於台上表示有機會想與寶珠姐合
作折子戲，寶珠姐說： 「當然無任歡迎，
學友的為人好好，好nice，我們未合作過
，有機會一定會。」

學友致電志偉望以和為貴

陳法拉為拍《衝上雲霄 2》連月來跑遍法國、
英國、台灣等地拍外景，日前在墾丁終於煞科，她
與吳鎮宇、張智霖（Chilam）的 「三角戀」亦畫上
了句號。其中拍攝鎮宇和法拉的最後一場戲時，天
上更呈現一道彩虹歡送劇組。《衝 2》拍攝長達四
個月，到墾丁最後一站，法拉與劇組都依依不捨，
由於演員們陸續離組，幾乎每一晚都有歡送飯局，
輪流請吃飯，大夥兒先後吃過泰國菜、日本菜，到
走剩她和鎮宇時，他們就互相歡送對方，品嘗了一
頓很有風味的墾丁地道菜。

雖然連日來墾丁都下着微微細雨，但絲毫沒有
影響拍攝進度，法拉感謝天公眷顧地說： 「其實在
拍攝期間出現了很多奇迹，無論是英國、法國，甚
至墾丁也好，只要我們拍外景當天，總會下雨，可
是每當埋位，正式 roll 機時，雨便會停下來，天色
轉晴，讓我們如期完成拍攝。就連前兩日在山上拍

最後一場戲時，同樣一 roll 機，雨便很合作的停下
來，天上還呈現一道雨後彩虹，跟原來劇本所寫的
情景一模一樣，毋須特效加工，大家興奮得歡呼起
來，還說時遲、那時快的來個大合照留住這美好一
刻。」

拍照留念意境十足
由於墾丁是全劇拍攝的最後一站，所以大家心

情都放輕鬆，Chilam在現場更充當一秒鐘攝影師，
不經意的走到攝影機前，幫法拉和鎮宇睇位，十分
搞鬼。但最讓法拉樂翻是在夕陽西下之際，與導演
、監製及兩位幕後工作人員一躍跳起，來個凌空大
合照，意境十足。法拉更感慨地在微博留言說：
「曲終人散，餘音仍繞耳。當一切結束後，我只會

記住那些美好快樂的。因為，最珍貴的再也不會重
現，將之留在心中。」

離開商台十年的杜汶澤，最近應陳志雲之邀
重返商台開咪，與鄒凱光一起主持新節目《咔啦

騷》於今晚深夜十二時至一時正式啓播，昨日二
人 更 請 來 嘉 賓 薛 凱 琪 （Fiona） 及 杜 如 風

（Helen）出席記者會，期間四人被考寫廣東
話俗語，自小讀國際學校的Fiona連 「行路
」二字也寫錯，之後他們分組在巨型相框
中擺甫士，Fiona為求勝過阿澤，竟不顧
儀態扮貞子，令人佩服。

阿澤當年因在直播室抽煙而被俞
琤解僱，問他是否繼續抽煙？他笑言
商台有花園，在開咪前後可以出去抽
一支，因為在室內抽煙是犯法的，他
不會觸犯法律。他又謂俞琤居住在他
鄰村，所以大家都有一齊吃飯，但主
要傾慈善事務。問到可有見到她的另
一半？阿澤道： 「每次見她都是一
個人，她的屋好大間，但人只得一
個，我當然也是獨個兒去她那裡。
」談及曾志偉涉嫌在婚宴上掌摑徐
淑敏的老公黃浩，最後鬧上警局，
阿澤直言志偉雖然喜歡飲酒，但好

少會飲大後做錯事，說到
徐淑敏也否認志偉摑她
老 公 ， 阿 澤 笑 道 ：

「是否他飲醉呀？醉
醒未呀？」Fiona 雖然
與志偉合作過電影，
但卻沒有志偉電話號
碼，所以會透過圈中
朋友慰問。而合作時

，她覺得志偉好友善，超級照顧新人，希望此事快些
化解。而志偉昨日就表示暫時不方便回應。

Helen指責記者騷擾康堤
至於Helen自言跟志偉不太相熟，加上自己不在

場，故不便評論，但知道他是一個有情有義的義氣仔
女。最近Helen與好友徐濠縈（阿徐）等人被指在黃
浩的食肆吸毒，更傳阿徐與老公陳奕迅為此吵大架，
作為二人好友的Helen表示二人絕對沒有吵架，她可
以人頭擔保他們的感情絕對沒問題。至於阿徐去日本
，Helen 指她經常飛來飛去，就算買東西也是主要為
老公及囡囡買，Helen 道： 「最嬲是有記者去包包
（陳康堤）學校叫她做回應，她只是一個小朋友，好
無辜。」對於傳有吸毒片段，Helen 直言他們都想看
，據雜誌寫事件發生在去年十月十五日，但當時她正
在北京拍《風行全中國》，她笑道： 「我都想睇點樣
key 我個頭上去，仲識郁！（片段好似交給警方？）
但無人要我們助查，我們不知幾恨。」可是，Helen
承認其他朋友當日有去該食肆吃飯，但沒有吸毒及亂
錫人，問他們可會反控告對方誹謗？她道： 「我們每
個人身無屎，為什麼要為他傷神？清者自清。」對於
阿徐上載黃浩的照片，Helen 謂阿徐只是在私人
account泄憤，因她好嬲對方在葉佩雯結婚當日送上這
大禮，但被陳冠希好心做壞事轉載出去；不過她表示
阿徐與陳冠希並未因此事鬧翻，因她明白對方是想幫
朋友，只是不懂處理而已。

此外，曹格昨日到商台宣傳新碟《荷里活的動物
園》，過去曾醉酒打架的他，聽聞志偉被指摑人而鬧
上警局，他笑道： 「警局啫，我都去過。（你是否已
戒酒？）沒有，因為我那次不關酒精事，是心累及心
理壓力大做成一個出口，所以如果我不開心時，我只
想別人多了解我，而不只是叫我少飲些酒。」現在的

他明白開心與否，可以用不同角度去看，以前他也太
在乎別人的看法，但正如李嘉誠所講做人不能太在乎
別人看法，否則只會累死或被玩死，所以凡事換個角
度看，不要太執著。

Sam發誓沒在食肆吸毒
至於，李璨琛（Sam）原來是黃浩所指吸毒藝人

的其中一個，而其時裝設計師老婆梁志瑩更在徐濠縈
的Instagram鬧爆黃浩。昨晚Sam到尖沙咀出席活動，
並開腔回應有關事件，他道： 「那晚是上年，有二十
三個人食飯，我是其中一人。」其後他舉起三隻手指
繼續說： 「我發誓無做過任何那個老闆（黃浩）所講
的指控，如果報了警仲好，還我清白。如果當晚老闆
發現有這些行為，為什麼不即時報警呢？」Sam直言
一直沒證據又交不出片段，如果警方真的相信他們做
了不法事情，相信現在他已經不在這裡，已經叫他去
協助調查，但一直沒人找他，他道： 「好想話給大家
知，我無做過。」至於有傳徐濠縈與廿四味成員 Kit
激咀，他就以低能及搞錯來回應。對於有傳志偉因撐
「吸毒」藝人而掌摑黃浩，Sam表示前晚他沒出席婚

宴，大家應去問當事人，不過他也有關心，找過志偉
卻聯絡不上。

杜如風李璨琛斥黃浩否認吸毒
阿澤指志偉飲醉少做錯事

▲李璨琛否認曾於黃浩的食肆內吸毒

▲阿澤離開商台十年，獲陳志雲邀請重返開咪▲

張兆輝（前排左二起）、謝天華和徐子珊齊出
席新劇試造型

▲杜如風表示陳奕迅夫婦感情不變▲

志偉（圖）被指掌摑黃浩，他表示暫時不作
任何回應▲

黃浩（右）和徐淑敏出席婚宴，指遭藝人掌
摑報警 ▲

杜如風證實阿徐
（圖）和丈夫陳奕
迅沒有吵架

▲學友（左）表示想
跟寶珠姐合作演出

▲謝天華稱志偉玩得癲，經常打金剛

▲

法拉（左）和鎮宇在墾丁拍煞科戲，雨
後露出彩虹▲

法拉（中）在墾丁草地上與工作人員跳
起拍照留念

《衝2》墾丁煞科法拉不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