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富城、張家輝、江一燕、小肥
及導演彭順前晚到尖沙咀，為新片《
同謀》舉行慈善首映禮，吸引不少市
民圍觀，家輝、城城兩人再互送高帽，
先是家輝讚城城靚仔又有愛心，那絕對
是發自內心的；城城就笑家輝看起來容
光煥發，不過家輝卻稱是因有煩惱才如
此。

《同謀》將於十一日在港上映，二
十七日才於內地開畫，城城表示需到內
地宣傳。問到可擔心禽流感？城城無奈地
稱就算擔心，都要工作也沒辦法，在旁的
家輝卻愕然道： 「？不是啊？就算是工
作都不要去啦。」城城聞言笑說聽家輝的
話，家輝就會自己去，誰知家輝隨即表示
要留港工作，所以內地宣傳大旗要交到城
城手上，還一臉吃吃笑叫城城小心點，並

賣口乖大讚城城對他真好，危險東西就交
予城城。

毋懼疫情影響票房
城城亦謂未會減少內地工作，因昨日就要

飛到內地為半職業車手試車，問到會否令家人
、女友擔心？城城謂其他事不談，再問到可擔
心疫情會影響票房？城城說： 「那又未必，都
未去到恐慌的情況，大家對沙士有經驗，應該
識得怎去注重健康、衛生，我會運用我的影響
力，同觀眾、影迷呼籲要做好防禦措施。」他
又謂同期電影如《北京遇上西雅圖》的票房也
不俗。

提到城城有義氣，家輝會如何報答？城城
先搶說請吃飯，家輝就提議陪他遊車河。但指
車廂內另一座位早有人預約，兩人合拍非常地
道： 「無無無，不要講啦！」家輝又否認是因
小朋友才拒絕返內地，此時城城竟聲稱自己都
有小朋友，不過笑言是姐姐的，頓時遭家輝取
笑道： 「想不到你隱瞞那麼久，要家姐幫你食
死貓，那個小朋友夠十八歲嗎？」城城只能苦

笑並附和說連老人證也領取了。

江一燕有信心奪獎
江一燕憑電影《消失的子彈》角逐金像獎

最佳女配角，她表示有信心但最重要是參與，
知道女主角及配角中僅得她及周迅是來自內地
，所以是周迅或自己得獎都開心，到時會盛裝
出席，問到戰衣如何？江一燕直言向來走可愛
路線，性感就留待別人，而她稍後要到上海工作
，對禽流感她認為最重要是平日多鍛煉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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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智霖（Chilam）早前赴葡萄牙首
都里斯本拍攝咖啡廣告及微電影《時差
》，昨日他聯同微電影的編劇陳淑賢及
導演梁華生出席記者會，還首播三分半
鐘的電視廣告。廣告中Chilam有青靚白
淨及留鬚兩個不同造型，更有一個外籍
女友。Chilam表示此行在當地留了一星
期，笑言最近都經常有機會赴歐洲工作
，他說： 「我好喜歡巴黎，如果將來可
以在巴黎定居就最理想喇！」他會否考
慮在當地置業嗎？Chilam坦言有考慮過
，當地的樓價比香港平，他都曾看過樓
。他本身在外地也有些物業，好像他的
成長地澳洲就有。

遺憾當初沒交外籍女友
談及廣告中有個外籍女友，Chilam

坦言好開心，他未試過有外籍女友，小
時候在外國讀書時都未試過，以前都不
夠膽。他笑言現在回想都覺得遺憾，小
時候應該有多些戀愛經驗，才會更懂得
對身邊的人好，他笑言將來也鼓勵兒子
試多一點。Chilam剛從北京拍攝電影《
白狐》回港，談及內地流感疫情，他指
此片是3D，大部分在廠內拍攝，加上地
區偏遠，故感覺不到有事發生。但他
都會小心飲食，減少去人多的地方，他
指自己的鼻敏感情況都幾犀利。

張智霖坦言最想巴黎定居

家輝家輝笑笑城城城城給姐姐食死貓給姐姐食死貓

梁烈唯為無線節目《極地狂奔
》到北極參加馬拉松賽事，昨日首
場賽事，需要跑九個圈，但他跑完
第八圈後，由於全身好痛加上體溫
過低，又擔心十字韌帶斷裂會手尾
長，故決定放棄不再跑。他透過衛
星電話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 「我
已盡了最大努力。」

唯唯昨日跑完第八圈後，即返
回營地稍事休息，以便再跑第九個
圈，而休息期間，他透過衛星電話
接受香港傳媒訪問，唯唯道： 「我
現在在營裡面，有暖氣，體溫過低
，手指面臨凍傷，全身包括膊頭、
腰骨都好痛。」 唯唯表示自己已跑
了八個圈，尚餘一圈即四公里要跑
，但決定不再繼續跑下去，他道：

「我不想勉強自己，我已盡了最大
努力。」

怕弄斷十字韌帶
唯唯謂今次最辛苦的是因為不

是跑平路而是跑雪地，所以出汗後
便越跑越凍，他道： 「我已經換了
一套衫再跑，但第二套又濕了，而
且面罩、冷帽都結了冰，連眉毛、
眼睫毛都結冰，以致眼也睜不開，
我驚鼻子及顴骨會凍傷。」 唯唯又
謂有時路面會有窿，如果他插了下
去，就要用好多力才能平衡，故他
曾仆倒好多次；不過他跟自己講不
能放棄，所以終於捱到第八圈，但
有感自己的十字韌帶好痛，擔心如
果斷裂會手尾長，所以決定放棄跑

最後一圈。唯唯道： 「其實跑完第
四圈後，自己全身濕透，覺得好凍
，手指腳趾又痛，那一刻就想放棄
，但監製及攝影師都鼓勵我，所以
便換另一套衫再跑，終於捱多四個
圈，但身體真的不能再勉強了。（
未能跑完會否可惜？）都會呀！」
追問他傷勢如何？他表示也不知道
，只知全身都好痛、好凍，每行一
步都好痛。此
時衛星電話突
然中斷，訪問
亦到此為止。

唯唯北極跑完八圈終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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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型男李炳憲昨日抵港，以出席今
晚假九龍灣展貿中心舉行的 「華鼎獎頒獎
典禮」。昨日傍晚五時十五分，身穿便服
及戴上太陽眼鏡的李炳憲步出香港機場，
現場早有十多名女粉絲舉名牌等候偶像，
當聽到粉絲呼喊，李炳憲也親民地停步跟
粉絲握手及接收禮物，歷時一分鐘。期間
李炳憲向傳媒透露今次來港會逗留二至三
日，並會出席今晚 「華鼎獎頒獎典禮」親
自領獎。對於朝鮮半島局勢，會否擔心家
人及多留香港等問題，他全程但笑不語，
而陪同他到港的兩名助手也出言護主，請
傳媒不要多問。在步往停車場的五分鐘路
程，李炳憲還與粉絲揮手及豎起拇指道別
，之後他便登上座駕直駛往下榻酒店。

謝霆鋒寧波聚會返港
此外，在李炳憲到港前，於下午一時

三十分謝霆鋒由寧波抵港，步出機場
時他笑面迎人，心情不錯。霆鋒透露
剛從寧波出席朋友的聚會返港，他亦
將出席今晚舉行的 「華鼎獎頒獎典禮
」，提到有指他於 「男主角」獎項票
數頗高，霆鋒表示沒留意。至於他的
前妻張芝參加《星跳水立方》跳水
節目，問他可會擔心？他說： 「有準
備，不要當節目主持是傻的。」對於
內地爆發H7N9禽流感，霆鋒點頭示
意有擔心一對兒子，並叫大家要小心
及注意勤洗手。

曾主持《沙士十年》節目的陳芷
菁，對於內地H7N9禽流感疫情持續
擴散，她不諱言很擔心，但不會因而
拒接內地工作，不過會教九歲大的女
兒做足防疫措施。

芷菁昨日為一個商業活動擔任司
儀，對於內地爆發H7N9禽流感疫情
，並引致多人死亡，她表示九歲大的
女兒前日已放完復活節假復課，所以

聽到新聞也很驚，惟有教
女兒做足防疫措施，上學
除帶備口罩、消毒藥水、

消毒紙巾外，又教她不
要揉眼睛，她更恐嚇

女兒說： 「如果你
病了，媽咪沒法去
醫院探你，以後
也見不到媽咪。
」原來芷菁之前
主持《沙士十年》

，曾訪問過醫生及
康復者，知道患沙士

的嚴重性，認為預防勝於治療，故寧
願嚇怕女兒好過出事才後悔，她更將
有關報道給女兒及家傭看。芷菁有朋
友在上海工作，她更不時發短訊向朋
友報告疫情進展。問她可有加強個人
衛生？她坦言平日回家第一件事就是
洗手、洗澡及換上乾淨衣服，還考慮
用私家咪做司儀工作，但她不會拒接
內地工作，稍後就要到廣東省，但會
盡量即日來回。

楊崢暗指樂基兒並非再婚
此外，同場的楊崢透露近日剛與

商台續約，並獲加了少許薪酬，但年
期方面則不肯透露。曾於電台節目中
訪問過好友樂基兒的她，對於好友近
日傳出再婚，楊崢坦言有與對方聯絡
並獲回覆，但不想代對方發言，那是
否要恭喜基兒？她笑道： 「我想應該
就不是。（會否再訪問基兒？）如果
她回港都希望，但以我所知她應該沒
有特別事要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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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菁嚇女兒嚴防禽流感傳染

世界衛生峰會亞洲地區
會議（WHSRMA）昨日在
新加坡舉行，在同時召開的
新聞發布會上，減瘧夥伴關
係（RBM）宣布香港歌手
兼演員莫文蔚（Karen）為
最新 「RBM大使」。對於
出任 「RBM大使」，Karen
深感榮幸，她道： 「能夠與
減瘧夥伴關係共同努力，實
現一個沒有瘧疾的世界，讓
我非常激動。讓人難以置信
的是，瘧疾是完全可以預防
和治療的疾病，但卻不斷奪
走明天的潛在領導的生命，
並且在非洲和東南亞等地區
的社區中造成貧困。」在擔
任大使期間，Karen將利用
其平台提高粉絲及廣大公眾
的瘧疾意識，並帶領全球政
治和私營領域領導人的利益
相關方，促成更大的政治和
財務意願，以及更強的協作
，從而盡量擴大影響力。

▶▶城城城城（（
左左））和家和家
輝出席首輝出席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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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送高帽

▲▲導演彭順導演彭順（（右起右起）、）、江一燕江一燕、、家輝家輝、、城城和小肥齊出席首映禮城城和小肥齊出席首映禮

▲▲江一燕獲提名最佳女江一燕獲提名最佳女
配角配角，，有信心親自領獎有信心親自領獎

▶▶城城城城（（左左））和家輝在新片中有不少對手戲和家輝在新片中有不少對手戲

▲Chilam（中）與編劇陳淑賢（左）和導演梁華生出
席記者會

▲▲莫文蔚擔任莫文蔚擔任 「「RBMRBM大使大使」」 ，，為減瘧盡力為減瘧盡力

▲陳芷菁恐嚇女兒
預防禽流感傳染

▶楊崢表示剛與商
台續約，但不肯透露
年期

▶唯唯在北極
跑馬拉松，越
跑越凍

◀◀唯唯跑了唯唯跑了
八圈終決定八圈終決定
放棄放棄，，表表
示示 「「已經已經
盡了最大盡了最大
努力努力」」

▲李炳憲抵港在機場與接機的粉絲握手

▶Chilam表示想到巴黎定居，還有意置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