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二〇一三年三月六日 星期三B13責任編輯：林錦波
美術編輯：李錦霞

■
電
話
：
25757181

■
傳
真
：
28345104

■
電
郵
：
tkpgw

@
takungpao.com

楊千嬅每年都會與
Fans Club 「千嬅群英
會」舉行一次大型聚會
，但去年因要休息生BB而停辦一年；不過現時她已全面復工，粉絲即為她
籌備 「千嬅群英賀添丁」派對，慶祝偶像誕下可愛囝囝Torres。而派對日前
在南灣海景酒店舉行，該處正是千嬅與老公丁子高在二○一○年平安夜舉行
結婚派對的酒店，可見粉絲甚有心思。

當日出席派對的除了香港粉絲外，還有來自北京、重慶、廣州和澳門等
逾百粉絲出席，共筵開十席，以自助餐形式進行。現場以千嬅最愛的紫色氣
球布置，還有一比一人型千嬅紙牌站在入口處 「招呼」大家。相隔逾一年沒
有出席粉絲聚會，所以千嬅甫現身即令全場哄動，粉絲爭相恭喜她添丁，還
送上禮物和利是，又拉住千嬅合照和簽名，之後千嬅更與歌迷玩遊戲和抽獎
，場面熱鬧。

今年拍兩片多幕前演出
期間千嬅上台致詞，與粉絲真情對

話，她提到過去一年自己因為生BB和
休息而減少與粉絲見面，但大家仍然支
持及關心她，令她好感動，又好感恩。
由於場地有限，當天不能讓全部粉絲出
席，所以她希望在暑假再搞聚會，全場
立即歡呼。千嬅又謂好多粉絲叫她再生
BB陪Torres，但又叫她開演唱會，令她
覺得好搞笑，因不能生BB又開騷，她
透露： 「我今年將會拍兩部電影亦會唱
歌，大家會繼續見到我幕前的演出。」
到派對尾聲，千嬅唱了《火鳥》和懷
Torres錄音的《親》，然後與粉絲逐一
合照，為今次派對畫上完美的句號。

彭浩翔執導的電影《飛虎出征》前晚舉行
煞科宴，出席的有杜汶澤、陳靜及鄭敬基等，
惟主角之一兼最近被爆與吳雨霏拍拖的余文樂
卻未見蹤影，阿澤乘機講有味笑話，指樂仔要
出征（精），若阻別人的話會很折墮，阿澤笑
說： 「樂仔現在出征有名，做兄弟寧願兄弟出

征都別望兄弟有事吧！」阿澤又謂不知道
樂仔是否要避傳媒，他向來不管別人在哪
裡出征，既然他可以出征就已很高興。彭
浩翔笑言但求他出征就夠，無謂知太多免
得尷尬。阿澤之前在Talk Show中爆樂仔
一早看中吳雨霏，問到樂仔可有罵他？阿
澤道： 「我長call都不覆，為何要理他？」
彭浩翔亦謂最近致電問阿樂是否出席亦不
獲回覆，揶揄他可能是 「出征」忙，因每
個人的體力都不同。

阿澤笑言有時看到網民罵樂仔，也想
為他還擊，他說： 「大家又沒想一想別人
多久沒有出征，你們就風流快活，他就很
陰功，一個明星出名、有錢又後生，居然

每天悶悶不樂困在片場，支槍就裝滿子彈，不
發射真的很淒涼，作為影迷應該替他高興。（
他們可相襯？）樂仔這樣靚仔很易襯，吳雨霏
身材又好，凡人都喜歡吧。其實我不是他父親
，有什麼資格評論呢？」提到有指鄧麗欣認為
樂仔很 「雜食」，但吳雨霏不理好友反對堅持
與樂仔拍拖弄得姐妹反目，阿澤覺得私密對話
理應閨中密友才知道，但他不去質疑新聞可信
性，只是樂仔這樣忙其實很難 「雜食」，像以
前他跟黃伊汶拍拖都很專一，只要他有固定情
侶就會專一。

鄭敬基勸雯女別太緊張
鄭敬基回流香港定居以陪伴八十歲的母親

，今次是他回來後第一份工作，並飾演被打劫
的珠寶店營業員。問他可習慣香港的生活？他
表示不錯，還見了很多朋友，對於前度女友鄧
萃雯之前患上情緒病，他坦言回來後與她通過

一次電話，並套用她的說話表示會為她祈禱，
希望她別太緊張，他道：「她一向都緊張，每次
拍戲都會熟讀劇本，現在加上又是兩屆視后，
壓力又大一點。」他知道雯女的老拍檔黎耀祥
也有叫她不要那麼緊張，她聽後都放鬆了。他
知道雯女現時好忙，所以會傳短訊慰問，稍
後等她來約他。問他可覺雯女有病是因為身
邊少了一個伴兒？他坦言都可能是原因之一
，但亦知道她做很多慈善工作，其實都很正面。

陳靜遭阿澤惡問不想做
陳靜在戲中首度扮孕婦，客串做

阿澤的前妻，但沒有親熱戲和性感鏡
頭。她透露之前發胖，被阿澤惡毒
地問她是否不想做，故最近正努力
減肥，昨晚阿澤也有讚她終於瘦了
。另外，對於《低俗喜劇》之前被
惡評，陳靜認為娛樂事業與政治不應
扯上關係，事件像被放大了，她道：
「我自己也不是很有資格給予意見，我

覺得看喜劇是為開心。」

黃秋生跟
好友蘇玉華昨
日出席為經典
廣播劇《18樓C座》的四十五周年舞台劇記者會，二人會擔演男、女主角。
商台高層陳志雲送上珍珠蚌給秋生，指他才華彰 「顯」，但之後搞爛gag笑
說： 「粒珠夠大，我怕若果是 『小珠』，你會認不到。」秋生都忍不住指志
雲玩 「爛gag」。今次秋生將會飾演年輕時代的周老闆，阿蘇則飾演他的太
太雲娟，在記者會真正的 「周老闆」金剛叔都有到場，秋生指這個廣播劇長
達四十五年，不時會收聽，排練之前都會做功課，研究一下周老闆的語氣跟
個性，但劇本仍未有，他都好期待。問到金剛叔滿意秋生飾演他的年輕版嗎
？他笑指秋生是廣播劇發生之前的角色，大家都未見過、未聽過，大家也不
會同場演出。

阿蘇笑言魄力好過秋生
阿蘇坦言雲娟的角色一直沒有在廣播劇中出現過，她可以加強創作性，

預計舞台劇在七月公演，五月中開始排練，屆時又要演《南海十三郎》，相
信會較忙，她笑指自己的魄力比秋生好少少，應該應付得來。舞台劇的劇本
由陳輝虹負責，輝虹接受訪問後離開，隨即恭碩良跟陳柏宇到電台宣傳新歌
，林憶蓮的新歡舊愛差點相遇。

秋生秋生演周老闆演周老闆
與金剛叔同場

阿澤阿澤指指余文樂余文樂
有有拖拍拖拍好專一好專一

英皇電影新片《魔警》昨日在西貢舉行煞
科儀式，英皇老闆楊受成、導演林超賢、演員
吳彥祖及安志杰，均有出席，現場搭建重大爆
破場面，是夜兩名演員更要拍攝火燒場面，安
志杰表示： 「我被火燒下體，吳彥祖更全身
燒火。」

安志杰表示，他與林嘉華及張家輝有頗多
對手戲，還被火燒下體，他說： 「在這裡拍攝
應該甚安全。」有報道指他與女友謝婷婷冷戰
，他反問有這回事嗎？聲稱現在與女友關係很
好，他坦言： 「我們是經常嗌交，她指我經常
打機冷落了她。」安志杰表示，完成該戲的拍
攝工作後，便會趕往美國出席胞姊的婚禮，而
女友因為要忙工作，所以未能一同出席。

吳彥祖稱太太體重超越自己
吳彥祖為今次的演出刻意減肥，由一百七

十八磅減至一百四十八磅，吳彥祖說： 「在十
八歲之後，我也沒試過這麼輕磅，現在臨近三
十九歲了，想不到還有腹肌。」吳彥祖透露，
他不吃澱粉質、不沾汽水及甜品，每星期更有
三、四天跑步，每次跑十公里，他說： 「起初
不太辛苦，減最後十磅時感覺較難，上月太太
的體重更超越了我，她感覺有點不開心。」吳
彥祖指太太腳腫大了一個碼，要為太太買過所
有鞋子，更為對方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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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報道指陳慧琳（Kelly）出席其代
言的金飾品牌春茗，見同場的苟芸慧、張嘉
兒、朱璇性感上陣，忍不住 「藐爆」。Kelly
昨日出席保良局「實現千歲願」安老籌募活動
開展禮，就否認此事，更大鬧 「黐線」。

昨日同場出席的主禮嘉賓尚有特首夫人
梁唐青儀、何超鳳、梁芷珊、梁寶珠等，以
及連詩雅、糖兄妹、胡楓，歐錦棠和太太萬
斯敏均有出席。對於 「藐爆」報道，Kelly指
自己確是經常 「藐」，食一餐飯，總會有一
刻會歪嘴，不會經常保持儀態；但她直斥報
道是夾硬寫衰。她說： 「我無得罪他，為什
麼寫衰我，可能我踩到他啦。」問到她是否
不屑見到同場女藝人中門大開？她立即說：
「當然不會，幾時會那麼無聊，黐線啦，人

家中門大開就不鍾意，變態嗎？」有指其他
女藝人陪飲陪食？Kelly指當晚只是正常飯局
，大家沒有陪酒，當晚的人都是上市公司老
闆，有些更偕太太出席，不是報道寫到如此
核突。她說： 「我去得的都不核突。」但
Kelly坦言為刊登的 「藐爆」相不開心，當晚
她穿得這麼靚，但拍到她這麼肉酸。她說：
「好衰呀，也沒辦法，間中都要給人寫衰一

下。」

證陳司翰帶莊思明見家人
最近有傳陳司翰翻撻莊思明，Kelly表示

沒有問弟弟感情事，若是真的會帶回家給家
人認識。弟弟又有帶過莊思明見家人嗎？她
坦言媽咪見過，但不知幾時，她沒有特別問

。她指男仔都不鍾意講感情事，跟父母都不
會講，更不會跟姐姐講，加上弟弟已大個仔
，若肯講她反而驚。最近有指五大唱片和無
線已經破冰，Kelly將會亮相無線慈善節目表
演，她坦言確定將會沒事，但未聽過會做慈
善節目。她反而正忙於準備哥哥張國榮紀念
演唱會，又要練勁歌熱舞，最近都少了時間
見兒子。連詩雅亦表示未有收到亮相無線通
知，她表示若公司和無線破冰，將是處女亮
相無線，最希望上《勁歌金曲》和掌門人的
遊戲節目。

吳千語、Mandy Lieu及李樂詩等
，昨晚到天際100出席某護膚品牌的揭
幕禮活動，其中吳千語遲了四十五分
鐘才到場，因問她是否傳染了男友林
的遲到陋習？她即解釋因為之前到
柴灣出席另一活動，趕過來時卻遇到
塞車才遲到。

近期頻頻出席活動的千語，被問
到是否公開戀情後工作也大增？她表
示沒有問過公司，但這些工作都是之
前已安排，問她可覺自己已 「升呢」
？她道： 「從來沒有這個感覺，（再
接工作會否加價？）要問公司，我接
工作亦不會第一時間問價錢，總之等
公司安排。」千語之前與林到米蘭
拍拖度假，在機艙內被偷拍二人錫到
「啜啜聲」，千語坦承林有錫她，

但並沒有錫到 「啜啜聲」，她解釋說
： 「我因為時差關係好累所以當時睡
了，他過來幫我蓋被，但當晚我已沒
知覺，到醒來後他有說錫過我，其實
這是很sweet的舉動，但被扭曲了。我
沒有嬲，只想講出事實。（林偷吻
你？）應該是on the face，不是大家
所想那樣。」她重申他們的舉動好正
常，是平常男女朋友出街做的事。

米蘭沒掃百萬手袋
對於報道指她在米蘭掃了一百五

十萬元手袋，她亦澄清不是事實，其
實是男友想買手袋送給媽咪，她只是
幫眼揀款，但最終什麼也沒買到，男
友也沒送手袋給她。但她退稅時被發

現手拿名店的紙袋？她解釋是自己買
了一條手帶送給林，又謂他倆不會
特別互送禮物，但平日看到合用的就
會買給對方。問她可接受林送黑卡
或名牌手袋給她？她說： 「送手袋很
正常，黑卡則不接受，我也沒這需要
。（是否送個心就足夠？）他是有心
的。」又問到林平日是否也如機艙
內那麼熱情對她？她再維護男友道：
「不是呀，只是飛機位也算有少少私

人空間，亦沒想過有人會偷拍，（會
否叫男友下次不要這麼猴擒？）他來
幫我蓋被，錫的情況還是問他好了，
因為我當時睡了。」

另外，Mandy自離開舊模特兒公司
後，踏入蛇年即有不少公司聯絡她，
但她表示需要時間再去了解，暫時還
想拍多些旅遊節目，到八、九月才決
定去向。她又以拍拖來比喻工作，笑
言現時跟人家約會吃吃散餐以增加了
解，問到真感情又如
何？她笑說： 「我
都希望桃花不要只
在工作上，留回
一些在感情
上 ， 但 可
能我要求
高 又 揀
擇 ， 不
過 現 在
都會打開
心扉去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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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嬅千嬅相隔一年相隔一年
再與Fans歡聚

千語指林幫蓋被趁機偷吻

▲▲千語表示男友千語表示男友
林在機艙上林在機艙上，，
幫她蓋被和偷吻幫她蓋被和偷吻

▲▲秋生秋生（（前排右二前排右二））
舞台劇中飾演周老闆舞台劇中飾演周老闆
，，與廣播劇中的周老與廣播劇中的周老
闆金剛闆金剛（（前排中前排中））同同
場亮相場亮相

▲▲千嬅甫出場即令全場千嬅甫出場即令全場
粉絲起哄粉絲起哄

◀◀千嬅相隔一年千嬅相隔一年
再度與粉絲聚會再度與粉絲聚會

▶阿澤（左）
和彭浩翔一起
笑缺席宣傳的
阿樂

▲▲阿樂阿樂（（右右））和吳雨霏和吳雨霏（（中中
））的戀情的戀情，，早被阿澤踢爆早被阿澤踢爆

▲阿澤（後排左五）和彭浩翔（後排右五）再度合作拍電影

▼鄭敬基回港
陪伴母親，並
且接拍電影

▲▲連詩雅未收通知連詩雅未收通知，，但很想上但很想上《《勁歌勁歌
金曲金曲》》節目節目

▲▲老闆楊受成老闆楊受成（（左起左起）、）、吳彥祖吳彥祖、、安志安志
杰和導演林超賢齊出席煞科戲杰和導演林超賢齊出席煞科戲

▲Kelly▲Kelly否認否認 「「藐藐
爆爆」」 打扮性感的女打扮性感的女
星們星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