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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敬軒（軒仔）代言的教育中心昨日在會展舉行師
生聖誕派對，軒仔以壓軸嘉賓身份亮相。第六年參與該
盛會的軒仔坦言，有因應通脹適量加少少酬勞。

與環球無不快
前日聖誕節，軒仔表示，因媽咪來了香港，特地開

了一個化妝舞會，自己更扮演添布頓電影中的殭屍。被
指有黑眼圈的軒仔自嘲道： 「眼圈部分不用化妝了。
（ 送 什 麼 禮 物 給 媽 咪 ？ ） 現 金 加 電 話 ， 聽 聞 玩
WhatsApp 可以增加家人之間的感情，所以我送了智能
電話給父母，看看是否真的可以增進感情。」

對於有傳軒仔為拓內地巿場，放棄環球轉投英皇，
問到合約進展？他坦言，跟新公司有進展，不過仍會為
環球完成合約內的最後一張碟。軒仔道： 「就算離開公
司（環球），大家也是互相理解及支持的，並不是不開
心。」

談及古巨基今年不出席頒獎禮，軒仔坦言，有看報
道，並說： 「出席與否看個人，其實自己今年因合約問
題有些尷尬，曾想休息一年不去，但幾個頒獎禮的主辦
方都對自己幾好，所以決定就算沒獎，也去坐坐。」

挺新城新措施
對於新城今年採取缺席者便沒獎的措施，

軒仔認為無可厚非，因為頒獎禮都是一個騷，
如果沒人領獎就不好看，故他本人
覺得此舉可以接受。他又道： 「我
今年不抱太大希望，反而希望真的
可以搞一個四台聯頒音樂頒獎禮。
（是四台搞完各自的頒獎禮再搞一
個聯頒，即五個頒獎禮？）這就不
好，買衫也買窮。」

軒仔又謂，獎項對歌手其實是
重要的，以他自己為例，有一年拿
了很多獎，翌年真的多了工作，所
以他建議新人可以出席就盡量出席
所有頒獎禮。他道： 「不同時候做
不同的事，如果已有一定成績，就
可以有較多個人的選擇。」

軒仔料冇獎軒仔料冇獎照去頒獎禮照去頒獎禮

黃百鳴監製、谷德昭執導的賀歲電影《百星酒店》將於
2013 年 2 月蛇年上映。影片雲集香港的喜劇天王、天后，包
括鄭中基、吳君如、毛舜筠（毛姐）、杜汶澤及詹瑞文等。
黃百鳴更大讚君如及毛姐是最優秀的喜劇演員，能夠看她們
演戲兼鬥戲，實在是賞心樂事。

五星級酒店拍攝
今次電影以一家酒店做背景，講述一班酒店職員，包括

副經理包定（鄭中基）、房務總管桃
姐（吳君如）、餐飲主管兼酒保彭俊
（杜汶澤）以及新官上任的總經理古
黛（毛舜筠），他們遇上一班稀奇古
怪的客人，當中有千金小姐寶寶（薛
凱琪），引發笑話連篇。影片並到杭
州的千島湖洲際度假酒店拍攝，谷德
昭因為睇景及拍攝關係，在該酒店先
後住了兩個多月，因而對酒店的職員
通道、廚房及洗衣房等均瞭如指掌，
更吃了七、八十餐自助餐。

對於全天候在五星級酒店拍攝，
兩位女主角一致讚好。君如道： 「我
們每天都一齊吃飯，吃完後又一齊開
工，然後一齊休息，每天都過着很有
規律的生活。」毛姐則覺得今次簡直
是一個獎賞，而劇組入住的房間更對
着千島湖，環境優美，實在羨煞旁人
。最重要的還是，拍攝時沒有夜班，
這對早睡早起的毛姐最重要，因為捱
通頂對她是非常辛苦的事。

馬仔被粉絲握爆拇指
馬浚偉（馬仔）之前赴美登台，大唱經典金曲，不過，當他與台下觀眾握手時，

可能因為觀眾太熱情，竟握爆他的拇指且見血，而他兩手亦被抓損甩皮。不過，馬仔
仍覺得好開心，因明白粉絲久沒見他，自然較為熱情。

熱情所致
馬仔於 「末日」（12月21日）前往美國舉行三場音樂會，大唱其主演劇集的歌

曲及其他金曲，不過在洛杉磯一站卻發生意外。事緣馬仔與台下歌迷握手時，因為歌
迷太熱情，除了對他摸頭摸面 「抽水」外，更爭相跟他握手，結果他的拇指被握爆見
血，兩手還甩皮破損，滿布抓痕。幸好有失必有得，現場有不少粉絲追着向他大派利
是。

事後馬仔笑道： 「好開心演出
這麼順利。（流血喎？）沒事，沒
事，這裡的粉絲很久沒見到我，一
見到我自然很熱情，還向我大派利
是，因為他們說難得見到我，且還
有幾日便是大除夕，所以先派利是
給我。」

談到 2013 年大計，馬仔說：
「首先祝願大家事事順利，我來年

計劃籌備新歌，並嘗試第一次為自
己作曲、填詞，也會努力學習導演
及製作方面的事情，希望歌影視同
步。」

香香要學中文
夾band

岑麗香（香香）昨日到馬鞍山現身 「小小
廚神大賽」，聯同與小朋友炮製甜品。苟芸慧
早前在訪問中表示，打算與香香、鍾嘉欣等合
組樂隊；昨日香香謙稱，自己的強項非唱歌，
要多多練習中文歌才能成事。

無被催婚
香香透露，剛從加拿大回港，此

行是提早與家人過聖誕，由於要趕回
港工作，聖誕節正日在航班上度過。
她表示： 「今次最高興是見到84歲的
婆婆，亦與家人吃了聖誕大餐。」她
表示，婆婆過往經常催自己快點拍拖
，今年卻例外，因見自己事業有進步
。可有男士在聖誕送禮給她？香香回
應說： 「沒有，自己喜歡送禮給人多
一點，因看人拆禮物會更開心。」她
又表示，自己只給家人送贈聖誕禮物，
未有送給其他男性。提到曾與其傳緋聞
的陳國峰可有表示，她強調，二人只屬
普通朋友。香香說： 「我們於公司碰面亦
只是say hi和say bye。」

另一方面，苟芸慧日前透露想自組樂
隊，打算找鍾嘉欣、岑麗香、李亞男及王
君 馨 等 ， 更 被 外 界 取 笑 要 組 成 「Miss
Virgin」處女樂隊。香香對此說： 「我回港
後才知道，不過夾 band 幾得意。」她稱：
「唱歌非強項，年幼時曾學過鋼琴、小提

琴，但自己也曾經跟她們唱K。」香香直認
，多是唱英文歌，若組樂隊就要學多些中
文。談及被嘲 「處女樂隊」，香香說：
「那要看唱什麼歌，名稱也要大家去商

量一下。」

張崇德
喜有子女承衣缽

張崇德昨日聯同太太劉美娟及一對寶貝仔
女現身聖誕活動，同場的尚有 C AllStar。提起
一對小朋友，張氏夫婦笑逐顏開，大讚兒子具
音樂天分。張崇德興奮道：「囝囝和我一樣有音
樂天分。」他自言，愛兒在一歲多時已懂聽歌。

栽培成才
崇德說： 「現在五歲多的兒子會自己選歌

聽，特別對打鼓感興趣。」他戲言，兒子一學
便上手，平日於家中有什麼也會敲一餐，甚具
節奏感。至於太太劉美娟則大讚囡囡似足自己
，善於跳舞及以身體語言表達自己，年紀輕輕
已可以輕易表達出不同節奏的歌曲。張崇德則
表示，自己平日亦會和子女玩音樂遊戲，訓練
他們對音樂的觸覺。他說： 「我們會於車上播
歌讓子女估歌，經常播出頭兩個音後，他們已
估到。」

另一方面，張崇德透露，年中時曾為兩名
子女推出一隻兒童大碟《童來讚頌》，很多校
長聽後也想請其
子女為學校演出
。問日後可會考
慮讓子女入娛樂
圈？崇德直言未
必。他說： 「因
為工作那麼辛苦
，不太好，還是
讓我努力工作，
日後將音樂學校
交給二人打理吧
。」

由言承旭、陳意涵、陳妍希、鄭
元暢（小綜）主演的古裝電影《花漾》
，前晚聖誕節在台北舉行電影簽票會
。不過，小綜因為服兵役而缺席，只
得其餘三人撐場。由於影片已煞科一
段日子，初時三人有點生疏，不過
經一輪鬥嘴後，立刻找回以往的親切
感。

久未公開露面的言承旭前晚甫現
身，台下粉絲立刻一陣騷動，尖叫連
連。導演周美玲談到當初的選角過程
，對於找言承旭擔演海盜刀疤一角，
是因為他身上散發出一股放蕩不羈的
特質。

悟演員真諦
雖然戲不多，言承旭坦言，海盜

一角讓他過足戲癮，更表示這兩年才
體會到真正專業的好演員不止是達到
導演的要求，亦能激蕩出更多火花，
才是對表演負責。又之前他與林依晨
為五月天演唱會的串場電影演出，他
坦承是搖滾迷，很喜歡五月天，所以
很開心有這個演出機會，尤其之前錯
過多次與林依晨合作的機會，今次能
合作，更讓他感到意外與開心。

陳妍希為了趕錄明年發行的新專
輯，特別跟錄音師請假一小時出席簽
票會，陪粉絲過聖誕節。陳意涵就透
露拍攝期間，陳妍希尤其喜歡在化妝
時唱歌，大讚對方光是清唱就很好聽

。言承旭更爆料說，他們三人曾一起
去 KTV，由於陳妍希一直霸佔着咪高
峰，一度令他懷疑她是否失戀了。他
又被要求給陳妍希的歌聲打分數？言
承旭笑說： 「80 分，但滿分是 1000 分
。」

言承旭爆陳妍希是咪霸

君如毛姐邊嘆邊鬥戲

◀軒仔（左）與媽
媽感情甚佳

資料圖片

▲馬仔展示見紅的手指公

▲黃百鳴（前排左二）率《百星酒店》演員向讀者拜個早年

▲香香（左）出席 「小小廚神大賽」

▲香香有興
趣與苟芸慧
等合組樂隊

◀軒仔認為新人應爭取出席
樂壇頒獎禮

▲毛姐（右）與杜汶澤在新片裡飾
演酒店員工

▲張崇德一家四口出席聖誕活動

▲C AllStar落力表演

▲基仔將缺席所有樂
壇頒獎禮 資料圖片

▲言承旭被讚有不羈氣質
▲陳妍希（右起）、言承旭及陳意涵合作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