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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偉、謝天華、徐子珊及鄭欣宜等
昨日接受無線《Big Boys Club》訪問，
宣傳賀歲片《2013我愛HK恭囍發財》，
此片葉玉卿有份參演，其復出成為焦點，
問志偉知否葉玉卿會否出席首映禮？他表
示會，並有意再邀請她回來拍劇，對於葉
玉卿今次復出拍戲，卻被周刊指丈夫經濟
出現問題，令她急急返美，志偉說： 「希
望卿卿睇完戲會改變初衷，因所有看完試
片的人都讚她，如果她不再演戲很可惜。
」志偉透露已開始度劇本，希望能打動卿
卿返無線拍劇；不過早前發生的事，令他
原本安排的一部電影、一套電視劇，都不
敢提了。志偉又謂有意找梁家輝返無線拍
劇，他稱大家可能不記得家輝是訓練班出
身，之後直接加盟邵氏，故此他一直覺得
無線有恩於他，他說： 「家輝為人快人快
語，只要度好劇本跟他度檔期就可以。」

提到有報道指陳國強親自出馬調停無
線跟四大唱片公司的版稅問題，志偉直認對方出了很多力，是直接
關心及擺出誠意，他稱自己做《勁歌》都覺得台上好少歌手，感覺
好可惜。另外，對於其好友譚詠麟日前做和事老，希望黃秋生與羅
志祥冰釋前嫌，但卻被秋生指他多事，志偉笑說： 「做和事老要中
立，要找中立的地方去。」志偉指他們沒事的，不要越講越深。

欣宜謂許廷鏗不是那杯茶
此外，欣宜近日被指與許廷鏗同機艙，二人被拍下親密照，

報道又指二人一同赴溫泉酒店，欣宜昨日說： 「家姐和細佬拍拖
是犯法。」欣宜指許廷鏗不是她那杯茶，強調二人沒發展可能，
認識他們的人都知他們情如姊弟。陳奐仁與藍奕邦昨日擔任《甜
心先生》節目嘉賓，工作人員特別送上蛋糕給陳奐仁預祝生日，
陳奐仁表示生日願望是拿金馬獎新人獎，因新人獎一生只有一次
機會。

鄧紫棋（G.E.M.）的 「G.E.M. X.X.
X. Live 2013演唱會」本周一凌晨開始於
網絡預售門票，高達一千二百八十元的
VIP Package於四分鐘內已火速售罄，其餘
票價的門票亦於當天早上開始電話預購後
所剩無幾。昨晚G.E.M.特別於網絡發布自
拍短片，以素顏戰鬥格興奮宣布演唱會加
開兩場。

短片中，G.E.M.素顏兼滿臉通紅，頭
上還綁寫有 「X.X.X.」的白色毛巾，她
解釋因為剛跑完步，並急不及待要出現跟
大家宣告好消息：由於演唱會門票發售反
應非常熱烈，公司決定加開四月十五日及
十六日兩場，並於當晚十二點開始預售。
同樣地，加開的兩場VIP Package也於網絡
預售開始後即被秒殺。加場後，G.E.M.將
以二十一歲，成為最年輕在紅館開滿十場
演唱會的華人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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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濠縈（阿徐）、何超儀
、吳建豪及Shine等昨日出席
一個時裝品牌活動，阿徐前日
出席好友新店開幕活動時拒絕
做訪問，她坦言現在確是害怕
接受訪問，不需要講就不講太
多，問到是否想 「迷幻飯局」
事件盡快告一段落呢？阿徐說
： 「應該要，（但曾志偉仍未
上庭？）這是大人的事，我相
信志偉會沒事，因為好人有好
報。」 阿徐又重申未受事件影
響其工作及形象。對於女兒經
常被狗仔隊跟蹤偷拍，阿徐直
言不時會向她作出心理輔導，
女兒亦明白，惟望傳媒也明白
可以高抬貴手，別要每次都找
女兒做訪問。至於今個農曆新
年，阿徐因為要練跑步，故會
留港度歲，她道： 「我去年跑
十公里，用了五十分鐘，今次
希望可以跑半馬，女兒也想跑
步，我會帶她去行山作開始。」

超儀難接受全裸演出
「迷幻飯局」 另一主角何

超儀就埋怨這次事件擾攘這麼
久，霸佔了這麼多版位，對其
他想賣廣告的唱片公司及電影
欠公平。她又透露自己上月去
了上海拍攝一部驚慄片，並於
零下五度的低溫僅穿比堅尼拍
落水戲，雖然是在室內玻璃缸
進行，但水溫異常寒冷，她要

不斷游動來取暖；又試過穿蕾絲睡衣赤腳
在戶外跑，幸好沒冷病。超儀表示因為電
影會後期加工把她變裸泳，故她穿的比堅
尼乃肉色，她笑道： 「我會叫工作人員把
我加工變G Cup，（你接受到全裸上陣
嗎？）真的接受不到，因為身體樣樣都有
缺憾，腳短又一把年紀，最重要是沒有
G Cup。」

吳建豪今日將返回台灣宣傳電影及籌
備新專輯，談及羅志祥、黃秋生掀罵戰，
而譚詠麟做和事老亦被罵，他聞言即說：
「So Exciting！」 他自言平時都活在自
己的世界裡，做音樂及設計飾品，又很少
看電視，所以很少理別人的事，問到如果
有前輩表示不認識他呢？他即說： 「
That's life，我不會生氣，世上還有更重
要的事要處理，歌迷也別生氣，最重要大
家開心。」 他又直言有很多人他也不認識
，只要之後知道對方是誰就可以了。

羅志祥（小豬）與黃秋生較早前掀
起罵戰，日前譚詠麟（阿倫）為小豬演
唱會擔任嘉賓，並充當二人的 「和事老
」，可惜秋生不領情，反指阿倫多事。
對此，阿倫並沒有嬲，反直認道： 「我
不嬲多事，年年二十五歲我不怪他，山
水總有相逢天。」

阿倫、曾志偉、陳百祥與黃杏秀、陳友及阿強等，昨晚到賀 「藝能」老闆
張國忠有份投資的 「尚品薈」開幕禮，他們更與國忠齊齊開香檳慶祝。阿倫在
八十年代曾開設 「天天漁港」，他笑言國忠今次是重操其故業，問阿倫可有傳
授他心得？阿倫道： 「不用，他非常勤力天天都在這裡。」

克勤提議 「決戰一分鐘」
阿倫日前在小豬演唱會上為小豬及秋生做 「和事老」，但反被秋生指他多

事，阿倫表示不會嬲，但因自己沒有秋生電話，所以叫助手幫忙聯絡，他道：
「娛樂圈說大不大，始終有機會碰面，大家年年二十五歲的心態，應該開心些

。」在旁的克勤即提議小豬及秋生一起上《決戰一分鐘》用一分鐘解決事件，
是否他們互相KO對方？克勤謂不是，可以採隊制，大家合作。對於被秋生指多
事？阿倫道： 「我不嬲多事，年年二十五歲我不怪他，山水總有相逢天。有空
約他出來飲下午茶，中、西、日式都可以。」有提議阿倫請秋生看他今年有份
主演的賀歲片？阿倫直言秋生是影帝來的，但可以跟阿倫學做人道理？阿倫聞
言哈哈大笑道： 「你們說的。其實如果小豬較難約，我們兩個可以先坐下，玩
玩鬥地主亦可。」

無線四大破冰在望
另外，問到四大唱片與無線的最新進展？克勤揚言不多久便可到終點，現

在只欠最高層的打手指模，然後到歌手們打，就可以自出自入。對於今年《勁
歌》頒獎禮因為沒有四大唱片的歌手出席而星光暗淡，克勤指他們也有自己的
難處，因為有很多固有規條很難打破。

新片《掃毒》昨日於環保場地 「零碳天
地」進行開鏡儀式，由劉青雲、古天樂、張
家輝、袁泉、盧海鵬、吳廷燁及吳岱融等主
演，該片分別在香港、泰國及澳門等地取景
，其中泰國將會有連場重頭戲，包括出動泰
國軍用直升機、潛入鱷魚潭、爆破及槍戰等
場面。

《掃毒》會有約三分一部分到泰國取景
，張家輝的角色有極多槍戰戲，但他的角色
卻會較早陣亡。張家輝表示其大部分演出會
在泰國拍攝，當中有飛車、槍戰、炒車、潛
入鱷魚潭，被鱷魚咬等。其角色戲分豐富，
但在戲中較早時便陣亡，對於片酬有沒有受
到影響，家輝笑說： 「片酬我是收足，這是
積好耐陰德先至有。」有雜誌報道談到，家
輝的太太關詠荷，為催谷女兒進入名校，重
金聘請碩士學生為女兒補習，家輝表示不清
楚女兒的補習情況，他笑說： 「我看到那些
補習老師很美，我也詢問太太，可否找個這
樣的老師為我補一補，例如補腎、補腦等
。」

古仔不慎推跌青雲
在《掃毒》中飾演底的古天樂，早前

與劉青雲演繹一場文戲，古仔應導演要求用
力推青雲一下，但拍攝時古仔用力過度，被
推的青雲跌倒並後腦落地，青雲當時狀甚痛
苦，古仔及一眾工作人員也非常緊張，但青
雲卻表現幽默地說： 「經常都有這些事情發
生，最重要的是記得對白，古天樂問我記不
記得自己的名字，我怎會不記得自己個名叫
張家輝呢！」古天樂表示，當時也擔心青雲
受傷，看到青雲跌倒後，後腦像腫了，但見
對方仍懂得說笑，應該沒問題。

此外，與古天樂飾演一對情人的袁泉，
表示戲中主要三位男演員，包括古天樂、張
家輝及劉青雲皆是型男，又讚古天樂是非常

專業的演員。導演陳木勝表示，現時到泰國拍戲成本大
增，加上當地汽車價格昂貴，稅收達百分之三百，與香
港的汽車稅相比貴兩倍，由於他們要在當地拍攝很多撞
車及爆破戲分，單是汽車便要在當地報銷二十多部，現
在其製作成本已超支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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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倫在小豬阿倫在小豬（（圖圖））個唱上提出個唱上提出
可當和事老可當和事老

▼▼阿倫挺身做和事老阿倫挺身做和事老，，被秋生被秋生（（
圖圖））直指他多事直指他多事

◀◀克勤克勤（（
右右））笑指笑指
找小豬和找小豬和
秋生秋生 「「決決
戰一分鐘戰一分鐘
」」 解決紛解決紛
爭爭，，旁為旁為
阿倫阿倫▲阿倫（中）被指多事，稱沒有怪秋生，旁為克勤（左起）、彭健新、陳

友和阿強

▲張家輝（左起）、劉青雲
和古天樂齊演出新片

▶導演陳木勝表示新片到
泰國拍動作戲，已經超支

▶欣宜坦言許廷鏗（圖）不是她那杯茶

▲▲欣宜欣宜（（左起左起）、）、志偉志偉、、徐子珊和謝徐子珊和謝
天華齊為新片宣傳天華齊為新片宣傳

◀藍奕邦
（左）和
工作人員
為陳奐仁
預祝生日

▲G.E.M.在網上以素顏宣布個唱加開兩場
▲G.E.M.▲G.E.M.成為在紅館開成為在紅館開滿滿十場最年十場最年
輕的華人歌手輕的華人歌手

▲阿徐（左）和超儀齊出席品牌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