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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少秋、鄭伊健
、周渝民（仔仔）、
吳尊、于波及導演于
仁泰，前晚亮相徐熙
娣（小S）及蔡康永主
持的《康熙來了》節
目，以宣傳電影《忠
烈楊家將》。新婚的
伊健被小S逼問是否被
蒙嘉慧逼婚？伊健說
： 「她不講（我）才
做（結婚）。」即是
若逼婚他反而不會結
婚。

小S又問伊健現在
是否仍很愛看其他女

生？伊健坦言： 「愛呀！現在就在看。
」又讚小S好看，但以前比較年輕。小S
不甘示弱回嗆： 「你也以前比較年輕啊
！」談及飛去東京辦婚宴，伊健表示因
為當地是他跟老婆第一次旅遊的地方，
有很多回憶。他又坦言有求婚，但堅持
不透露細節，強調這是兩個人的事情，
小S懷疑他們奉子成婚，伊健只說： 「
不一定是為了一些事情（而）做的（結
婚）。」

坦言害怕結了又離
另一位演員仔仔也被逼問感情事，

談到他和女友喻虹淵被拍到一起看跨年
煙花，仔仔道： 「跨年是跟家人過。」
小S追問： 「所以她也算家人了吧？」
仔仔害羞說： 「很好的人，我都視她為
自己家人。」而蔡康永就乾脆逼問兩人
怎樣認識？仔仔求饒，小S故意替
仔仔找下台階說： 「不願意談是
因為還不穩定，可能分開？」仔

仔趕緊說： 「對對對！你說的都對。」
仔仔坦言小時候渴望二十五歲結婚，後
來才發現不是說結就能結，加上他來自
單親家庭，很怕結了又離，傷了下一代
，所以希望自己未來會有勇氣結婚。

仔仔在戲中飾演楊三郎，由於有大
量騎馬戲，他特地提早一個月接受訓練
，但偏偏他的馬不聽話，不只衝得很快
讓他摔馬，還常常屁股面對鏡頭，仔仔
更因為騎馬把屁股都磨破了，於是他想
到一個方法，他道： 「我去網購自行車
的車服，不是都有 『護墊』？我就把前
面、後面都護住。」從來不運動的仔仔
，自爆其他男演員的身材都超好，為免
相形見絀，他連吃飯都不敢脫下盔甲，
他道： 「劇組有發一件白汗衫，讓大家
穿在盔甲裡頭，大家穿起來都很合身，
很結實，但我卻撐不起來，我穿起來有
點像hip hop。」

吳尊連累秋官墮馬
此外，六十多歲的秋官在片中跟年

輕演員一樣騎馬打仗，他憶述有場大石
壓頂的戲，讓他幾乎快喘不過氣，他說
： 「像轟炸，因為石、灰、砂一下來就
蓋住了，導演不停機，因為要等我們再
爬出來，埋在下面砂和灰都吸進去了，
一分一秒都好難過，快要憋不住氣，好
不容易出來了還要找鏡頭在哪。」另一
場戲講吳尊騎馬，背上背受傷的父
親秋官，但因泥土太鬆，加上剛開拍，
吳尊騎馬還沒抓到重心，故一個轉彎父
子倆就從馬上摔下去，吳尊慶幸沒摔傷
秋官，還讚道： 「還好他很fit。」

徐若瑄（Vivian）胞弟徐嘉佑去年
八月在台北東區開設拉麵店，但短短
四個月便暫停歇業，導致巿民買的餐
券不能退，引發消費糾紛，不過昨早
該店在西區重新開張，Vivian更現身與
弟弟一起主持剪綵儀式，對於弟弟之
前被指經營不善，她就揚言對弟弟充
滿信心。

對於弟弟去年開業的拉麵店在營
運四個月之後就停業，有傳因他經營
不善，更有消費者投訴未能兌現優惠
餐券，Vivian表示這些報道都有些誤解
，她解釋因為店面要遷移到西區，但

過程卻要保密，所以無法告知消費者
要 遷 移 的 消 息 。 不 過 弟 弟 已 在
Facebook交代得很清楚，他亦相信弟
弟很有責任感，特別是對消費者。
至於今次拉麵店重開，將由徐
媽媽擔任董事長，對於外傳
Vivian還是大股東，她即
場否認，表示弟弟一直
不願意讓她投資，但
她會支持弟弟，除
了為他加油打氣，
也會常到拉麵店幫
忙招呼客人。

AngelaBaby農曆年後工作不斷，結
束深圳的廣告拍攝之後，即刻搭乘凌晨
班機飛赴巴黎參加時裝周活動，二十四
小時內要往返巴黎看騷。粉絲特別帶
蛋糕在機場等候為她慶生，Baby都即席
切蛋糕與粉絲一起分享。雖然要飛十六
小時，但Baby卻絲毫沒有疲倦感，反而
十分興奮。

去年Baby出席巴黎時裝周，今年她

再受Dior之邀再度前往巴黎參加一年一
度的時裝周盛會。Baby啟程之前，一眾
粉絲們仍籌劃於正日在機場為她慶生。
當Baby抵達機場時，粉絲們早已端生
日蛋糕。Baby即席切蛋糕，還叮嚀粉絲
回家的路上要注意安全，不要太晚回家
。之後Baby就立刻搭上凌晨的班機直飛
法國巴黎，展開驚人的二十四小時旋風
式往返行程。

16小時行程毫不疲倦
此次Baby的巴黎行程安排緊密，在

巴黎僅停留二十四小時，不僅要出席時
裝騷活動，還要接受多家法國媒體的訪
問。之後她便要馬不停蹄趕往機場，回
到內地拍廣告，十分辛苦。接又要乘
飛機返回巴黎，參加其餘幾天的時裝周
活動。經過十六小時的行程，Baby終於
抵達巴黎戴高樂機場。她臉上絲毫看不
出來經過長途行程的疲倦，問到她累嗎
？Baby說： 「不累！再次回到巴黎這個
很有文化歷史的城市，我感到非常開心
，也為能再度感受這座城市的浪漫而感
到興奮不已。」

星爺信心爆棚星爺信心爆棚
早料票房十億早料票房十億

周國賢昨日到商台宣傳新歌《
童夢》，他稱這首歌是個多月前以
「饑饉之星」身份到柬埔寨貧困地

區探訪，以當地一個故事寫成的。
他謂： 「我在當地看到一名沒有父
母的十二歲女仔，由於要代替家姐
照顧兩個小朋友，不能上學，但問
她有什麼理想時，她卻說希望能
當醫生、幫助身邊人，我不是覺得
她很慘，而是在這麼差的環境下，
她沒有抱怨，還這麼有理想，令我
上了一課。（有否感觸落淚？）我
的確很眼淺，而且人越大越多愁善
感。」

呼籲fans捐錢行善
周國賢指，現在都會多關注同

類型的探訪活動，回家也有向家人
灌輸有關信息，也希望將來能帶女
兒前往探訪，只是女兒現仍很小，
因衛生問題不大適宜。問到會否代
女兒將利是錢捐贈幫助有需要的小
朋友？他稱真的有此打算，並且不
只女兒，也會呼籲fans將買禮物的
錢捐贈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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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馳（星爺）最近執導的
電影在內地大收旺場，日前他接
受有線娛樂新聞台《電影蒙太奇
》主持王曉君訪問，星爺的新片
《西遊》在內地票房勁收超過十
億元（人民幣，下同），問到他

有否預計到新片會創下票房神話
？星爺自信心爆棚表示： 「十億
票房是意料中事，我之前已經好
有信心觀眾會喜歡這部戲。」星
爺還表示由於《西遊記》故事本
身太豐富，不知從何入手，他花
了幾年時間才摸索到現在的故事
模式，可謂製作經年。問到他還
會以演員身份參與電影製作嗎？

星爺說： 「我對電影每一個部
分，包括武術指導、燈
光和攝影都有興趣，希

望嘗試不同的崗位
。我野心好大，希
望將每一項工作也
做得更好。」

徐若瑄撐弟否認經營不善

仔仔暗示喻虹淵是家人
沒有被逼婚沒有被逼婚
伊健伊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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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y往返巴黎Fans機場慶生

▶▶周國賢表周國賢表
示新歌是在示新歌是在
柬埔寨探訪柬埔寨探訪
一名少女時一名少女時
，，得到靈感得到靈感

◀乘坐十六小
時飛機抵達巴
黎的Baby，毫
無倦容

▲Baby（左三
）在機場與粉
絲切蛋糕慶祝
正日生日

◀徐若瑄為
弟弟的拉麵
店做生招牌

▶弟弟（中）
新店開幕，徐
若瑄（左）和
徐媽媽齊來支
持

▼星爺（左
）接受訪問
，信心爆棚
指十億票房
早預料得到

▲星爺表示預
計到《西遊》
會受觀眾歡迎

◀《忠烈楊
家將》一眾
演員都有多
場騎馬戲份

▲于仁泰（左
二起）、仔仔、
伊健、秋官、于
波和吳尊齊出
席蔡康永（右
二）和小S（左
一）的節目

▲▲伊健伊健（（右右））被小被小
SS追問是否被蒙嘉追問是否被蒙嘉
慧逼婚慧逼婚，，互窒對方互窒對方

▶仔仔暗示女友喻虹淵（圖）
為他的家人，齊看跨年煙花

▼仔仔自言身材沒有其他男
演員那麼好，不敢脫衣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