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容祖兒（Joey）前晚與緋聞男友
劉浩龍同在 「Yahoo!人氣大獎2012」奪獎，二人前

後腳到場，Joey表示一早已到場，但不見對方，亦表明不想
再答這話題，劉浩龍則說不怕緋聞在稍後的頒獎禮被擺上枱。

容祖兒、楊千嬅、Twins、劉浩龍、古巨基、周秀娜、關心
妍、林依晨及韓國金賢重等人出席 「Yahoo!人氣大獎2012」頒獎禮
，Joey、古巨基及方大同一同獲得3獎。Joey坦言知道劉浩龍會出席頒
獎禮，被問是否見到對方？她稱後台有房間見不到。提到年底頒獎禮將
至，Joey表示大家要開始習慣，因她不想再多講，Joey又謂前晚穿得性感
是為轉移大家視線，可惜計劃失敗。對於有指本月21日是 「世界末日」，
Joey說： 「不要玩啦，我的工作排到明年，現正入紙申請明年12月於紅館
開騷。」

劉浩龍表示已有4年沒參加這些頒獎禮，問他是否刻意與Joey前
後腳？他稱時間是公司安排，並笑說： 「我拿完獎就走，之後大把機
會啦！（指仍有很多頒獎禮），現在我要返屋企練坐，到時頒獎禮坐
番夠本。」問他屆時會與Joey一齊坐嗎？他稱應該男女分開，至於如果
奪獎會否激動到喊？他說： 「我不知有冇獎，但今年自己放的時間不
多，如果沒有獎都抵死。」問他會準備廚房或行山宣言嗎？他說
： 「我現在返屋企練坐和練諗。」至於會否擔心被某些頒獎
禮拿他們的緋聞來開玩笑，浩龍表示未發生的事不會胡亂猜
測。

千嬅牽腸掛肚
千嬅前晚腳踏 7 吋高跟鞋示人，她表示生仔後鞋的尺

碼大了半個碼，她稱前晚是彭浩翔叫她一起出席，並謂大
家亦有再傾合作，但不是《春嬌》的第三集。千嬅表示導
演很好，第一時間向她說拍此片只在香港，千嬅說： 「現
在我都不想出外幾個月拍戲，因為不捨得個仔，現在才
知什麼叫牽腸掛肚，故兒子一歲前我都不會出去太耐，
最多一、兩星期。」問她對老公又會牽腸掛肚嗎？她笑
指老公有生存能力，但兒子不懂照顧自己。千嬅又謂日
前兒子發燒，見他沒有心機自己都很肉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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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滴子》於下周4（27日）上映
，該片前日一日之內在上海及北京舉行
了兩個首映，導演劉偉強、監製陳可辛
與演員余文樂、井柏然、蒲巴甲齊齊出
席上海記者會，他們隨後又聯同李宇春
等到北京出席首映，不過主角之一的黃
曉明，前日身在上海卻棄《血滴子》而
只出席《大上海》記者會，令陳可辛臉
上無光。

坐輪椅出席
黃曉明上月中旬跌傷導致左腳趾頭

骨折，休養近月的他數度缺席《血》片
及《大》片的宣傳活動，不過前晚他卻無視醫師再三
叮嚀不得搭機，堅持搭 5 小時高鐵從北京趕到上海，
坐着輪椅出席《大》片記者會。據他的宣傳趙姍解釋
，他是因為周潤發力邀才決定出席，本希望都能順道
出席兩套戲的宣傳，可惜下午 1 點趕到上海，來不及
出席12點半的《血》片記者會，只趕及下午3點半的
《大》片記者會，絕對沒有厚此薄彼。

另外，劉偉強不諱言《血》片除了血腥之外，還
有不少哭戲，尤以阮經天哭得最傷心，有一場他遠觀
兄弟被 「五牛分屍」而慟哭不止。導演喊 Cut 後仍停
不下來。而樂仔又坦言他與小天都是天蠍座，性格上
有很多地方很像，拍戲時他們還會交換零食吃。劉偉
強忍不住插嘴： 「他們好到像八婆，整天在一起吱吱
喳喳的，真不知道大男人之間哪有那麼多可聊的。」

曉明跛着撐發哥 陳可辛無癮

周秀娜、古巨基、Twins、林依晨、陳柏霖
、錢國偉等前晚出席 「Yahoo!」 頒獎禮，周秀
娜性感低胸出現，十分搶鏡，她表示今年第4
度奪得 「圖片搜尋次數最多人物」 獎，坦言
之後會繼續性感，提到有指本月21日是 「世
界末日」 ，娜姐表示公司很好，當天全
公司同事都放假一天，但唯獨是她有工
作，問她會想末日前與男友結婚嗎？她
說： 「結婚是好大件事，況且現在
只得幾天，我不會便宜他，結婚要
他悉心安排。」 娜姐又謂早前有相
士指她有排做及遲婚，結婚不可
強求，要結自然會結。

阿Sa病了
鍾欣桐、蔡卓妍（阿Sa

）前晚到場領獎，阿Sa氣
若游絲表示近日不停飛以至
病了，問她有獲男友陳偉霆
錫番嗎？她說： 「OK啦。
」 至於會否怕與男友交叉傳
染？她說： 「他好大隻，沒事的
。」 阿嬌前晚真胸透視出現，她
表示早前按摩被按到微絲血管爆
了，都怕大家影相時見到背脊有
印。古巨基被問會出席那個樂壇頒
獎禮，他笑言過了世界末日再算，
提到本月21日被指是 「世界末日」
，他說： 「我記得當日要返家做節。」
問他會有得力助手嗎？他說： 「不知喎
！人人都要返自己屋企做冬。」 記者建

議不如一齊做冬？他笑說： 「你好
嘢呀。」

錢國偉最近被指扮韓星
PSY後，狂賺買鑽石又買樓，
錢國偉坦言佛山有公司是找
過他演出，酬勞更高達十萬
元，可惜他要拍戲推掉了，他
稱其實近期扮PSY只得澳門
那次有錢收，但那次因可與真
的PSY同台，故酬勞是便宜一
點。他又稱報道指買樓，其實那

層樓他已住了近兩年。

祖兒祖兒性感吸睛性感吸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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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阿SaSa（右）（右）
帶病出席，阿帶病出席，阿
嬌亦感心痛嬌亦感心痛

▲古巨基不與女友做冬▲古巨基不與女友做冬

▲周秀娜性感出席▲周秀娜性感出席

◀◀祖兒這性感程度，難以令人轉移視線祖兒這性感程度，難以令人轉移視線 ▲千嬅暫不會離港拍戲▲千嬅暫不會離港拍戲

▲劉浩龍不介意緋▲劉浩龍不介意緋
聞被擺上枱聞被擺上枱

▲陳可辛（左起）、劉偉強和李宇春在北京▲陳可辛（左起）、劉偉強和李宇春在北京
出席首映禮出席首映禮

◀發哥（左
）夠牙力，
邀得黃曉明
帶傷造勢

大美人關之琳（之之）代言的 「童顏機」，產品反
應不俗，廣告商不敢怠慢即時以千萬天價跟之之續約，
再度擔任Dr. Bauer射頻機系列代言人外，更推出以大
美人之之暱稱命名的最新產品 「360°韓式魔力射頻美
人機」。

新一輯廣告，除了平面廣告外，更會有電視廣告。
之之在廣告中有多個造型，如 「迷人Pink Lady Look
」，及索絕全場的 「寶藍女神 Look」；日前之之就身
穿大V、大露背加露腰設計的寶藍色連身裙，擺出多個
誘人 Poses，盡顯之之的完美身材，事業線若隱若現。
經常保持完美狀態，之之在保養方面，絕對是一絲不苟
。之之更透露她美麗多年的秘訣， 「除了清淡飲食，勤
力保養真的很重要。」

《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將於明年3月再搬上舞台，並一連舉行
12場。在昨日舉行的招待會，宣布今次演出的演員有劉雅麗、陳潔
靈、米雪、蘇玉華和歐錦棠。蘇玉華昨日工作在身缺席，會上監製

及導演高志森、編劇杜國威和李居明也有出席。

演賈寶玉
李居明透露米雪對粵劇相當有興趣，他都想找對方演賈

寶玉，若劇本合適，可能 2014 年公演。米雪前晚失落視后
，但她表示沒有失望。她表示與楊怡在《溏心風暴》已合作

過，誰人得獎她都開心。而她本身也有投祥仔一票，唯
獨是陳國邦未能憑《大太監》得獎有點可惜，因為對方

一向好用心去演戲。
對於無線未有公布入圍5強的票數，網民指透明

度不足。米雪稱沒有去查究，只是感到很緊張，亦
不介意票數有多少，她一向都沒有計較。她覺得有

份參與已好開心，最重要是令觀眾欣賞和喜歡。
提到最佳劇集獎項輸給《天與地》，米雪說：
「真的是一山還有一山高，不過拿唔拿到獎並不

重要，最重要是有份參與。」
而劉雅麗已是第3次演出《我》劇，距離上次演

出已相差 18 年。陳潔靈則指今次演出壓力很大，因
為大家的演技越來越高，她亦很久沒有演過舞台劇。

葉德嫻（Deanie）昨日為無線節目《得閒講 德嫻唱》進
行錄影，當中 Deanie 除會獻唱歌曲外還有請老朋友如趙增熹
等人談論音樂話題，以及有關她的生平。

自由度大
Deanie稱讚無線給予她大自由度，讓她請自家樂隊和調音

師。但她對無線的餐廳就似有怨言，她笑說： 「多謝無線畀我
咁大自由度，呢個係我福分，不過之前來開會食過這裡的中餐
，真係畀我有啲 『豬餿』感覺，希望可以改善一下啦！要知道
好多成功係要群策群力，唔好為了賺錢就剝削食客，我寧願畀
多啲錢。」Deanie表示今次不會找來好友劉德華相助，自己希
望 「人情卡」留待在3月的個唱中再用。問及她可會考慮返無
線拍劇救亡？她笑說： 「唔好咁講，有機會都唔錯，不過我睇
新聞話梁家輝收唔到片酬，唔知係真定假，你哋知我發錢寒㗎
啦！」她稱最想與黎耀祥、鄭裕玲合作，但說到鄭已決定不再
拍劇？Deanie姐聽畢稱一切隨緣便可。

李居明欲找米雪演粵劇

▲米雪（中）獲李
居明（小圖）看中
邀做粵劇，明年則
先與陳潔靈（左）
及劉雅麗演《我和春
天有個約會》

葉德嫻無線開餐似食豬餿

▲葉德嫻（右）邀得趙增熹助陣▲葉德嫻（右）邀得趙增熹助陣

之之袋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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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雅最近正忙於拍攝 Goyeah.com
愛情微電影《兜售回憶》，她於劇中飾
演一名叫初二的失憶女子，一直以為是
出海遇溺的意外所致，卻發現原來是為
情自殺，因此她要拍攝多次不同程度、
與水有關的濕身戲及浸水戲。

拍攝當日是清晨六時，氣溫只有
14度，水溫更得8度，颳起陣陣寒風。
一團 20 人的工作人員到沙灘開工，雖
有替身在場，但她原先只需行出海面浸
至半身的戲分，她堅持自己繼續拍攝，
結果直到差不多浸過頭部才停下來。到
了下午，攝製隊移師到私人大屋拍攝泳
池的浸水戲，經過兩名潛水員及攝影師
多次試位後，換上白色長裙的詩雅正式
埋位。她需要在浸入水中拍攝掙扎、抱
膝及睜開眼三個鏡頭，當中包括不同角
度，因此共要潛水 10 多次。想不到嬌
小的她曾經擁有救生員牌照，她說：
「雖然我本身熟水性，但沒什麼幫助，

因為個身太輕，難以長時間浸於水中，
要綁上 10 磅重的鉛，不能靠自己浮起
來。」

▲詩雅（右）在潛水員幫助下，於
水底拍戲

▲之之保養得宜▲之之保養得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