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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ungpao.com 無線新節目《學是學非》昨日舉行記者會，主

持黃心穎、李佳芯及梁嘉琪均有出席。會上三人即
場互相驗證口腔細菌會否比馬桶多；黃心穎更即場
試飲鮮奶加橙汁，驗證是否會肚痛。事後，她笑言
參選港姐後確是變得大膽，最多都是肚屙，故不會
怕，表示主持此節目，學了很多求生技能。她們試
過用盡方法去打碎強化玻璃，亦曾試過為測試酒精
測試機而飲酒。心穎指當日下午拍攝，她一口氣飲
了一杯梅酒後，面都紅了，之後便不停傻笑。後來
約姐姐出街時，姐姐都聞到她很大陣酒味，立即返
屋企。

朱璇澄清駕車是朋友老公
另外，朱璇昨日亦現身電視城，最近有報道指

她搭上已婚富豪。朱璇指當日出席完志偉於會展舉
行的生日會後，有位女性朋友駕車載她回家，報道
中的男士是朋友的老公，當日車上還有巫啟賢及其
他朋友。問到她以後會否小心不再上男性的車？她
笑說： 「我當日是上女性朋友的車，只是她的老公

都在，我沒想過這樣也會被寫，好明顯是做新聞了
。」但朱璇都很多謝雜誌沒有揀一張她樣衰的照片
。她相信是近日有劇出街，大家才為她做些新聞；
而她昨日也有致電女性朋友，對方都覺得好好笑。

黃心穎毋懼肚痛飲鮮奶橙汁

黎耀祥主演的劇集《神探高倫布》正在熱播
，今次祥仔在劇中的角色有兩種人格，他原本是
戇直善良的高大喜，但後來因為一次中槍，令他
變奸，變成愛出風頭、高智商的高倫布。雖然要
演兩種性格，但也難不到視帝祥仔。他表示已習
慣了，試過最高紀錄同一時間拍一部劇、五部電
影，同時間演六個角色，所以今次好容易應付。

祥仔表示今次的劇種跟以往的肥皂劇不同，
以往TVB的劇集，若要交代主角的事，主角一定
要在場。但今次卻以旁邊的人和情節去介紹人物
，這樣大家便要消化，也是一件好事。他指以往
TVB劇集經常被批評好一般，今次也是一個新形
式。祥仔與馬賽在劇中演一對，他要彈結他唱情
歌追馬賽，提到要追 「妹妹仔」，祥仔笑說： 「
我不覺得突兀，劇情是十分合理。」祥仔大讚編
排很高招，雖然高倫布年紀大過她，不過馬賽演
的金伊娃一直視他是一個英雄，加上又救過她，
所以一個年輕的 「小朋友」愛上年紀大的男人絕
對合理。但祥仔這次跟馬賽、唐詩詠兩小花談情
，外間也有質疑過不合襯。祥仔表示當知道角色
的安排時，反而覺得應該要這樣安排，若找一
個年紀差不多的，又怎會鍾意他呢？亦騙不到
她們。

馬賽得視帝提點
馬賽在劇中有不少動作戲，更要起飛腳。她

坦言有好多新嘗試，十分開心。劇中她又要跟蟑
螂、蛇做對手戲。祥仔都大讚她大膽，好像蟑螂
爬上裙，又被蛇纏大腿，馬賽均親自上陣。她表
示演戲好玩，因為劇本寫了角色出來，只要咬緊
牙關做到便會多了經歷。這次可以跟 「祥哥」合
作，馬賽亦好開心。祥仔對她很提點，更令她演
得安心和舒服。她表示最初演戲時好迷惘，直至
看過祥仔的新書，解開不少謎團，有很大得。
之後她都有拿祥哥的書找對方簽名，他亦寫了 「
馬賽加油」四字贈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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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劇集《仁心解碼II》本星期進入結局篇
，昨日一眾演員齊出席於電視城舉行的記者會
，為劇集再造勢。會上亦公布上周平均收視有
三十一點，成績理想。昨日出席的演員有方中
信、楊怡、蕭正楠、苟芸慧及李亞男等。前晚
播出的一集，蕭正楠被苟芸慧及陳茵媺狂摑六
巴，由於陳茵媺昨日不在場，苟姑娘昨日便跟李
綺雯重演這一幕，怎料苟姑娘真的一把打向蕭正
楠，全場嘩然大笑。而劇中捐精給蒙嘉慧的方中
信，亦獲公司送上雞精補身，他都一飲而盡。

被苟姑娘打到紅了一片的蕭正楠笑言不會
嬲，他表示拍劇時因為NG兩次，共被打了十一
巴，陳茵媺最後一把忍不住笑，所以被打少一
巴。昨晚播出的另一套劇《神探高倫布》，馬
賽亦有摑他，心水清的網民，數到他前晚兩劇
合計被摑了七巴。問到苟姑娘為何如此認真？
她指監製一叫 「action」，她便充滿力量。蕭正
楠說： 「你又話借位？不過，我不會嬲，她講
聲不好意思，我整個人都謝晒喇。」蕭正楠又
指拍攝時不想阻到大家，都建議真打；而現實
中他只在小時候被媽咪摑過。苟姑娘表示現實
沒有摑過人，所以拍戲時好想去試，一入戲情
緒便來。蕭正楠聞言抵死地笑說： 「如果同你
拍kiss戲就好了，一叫action就來，作為男演員

惟有迎合。」他又笑說： 「苟姑娘之前在《怒
火街頭2》跟露宿者人工呼吸，難怪連都伸了
出來，哈哈。下次我做個露宿者好了。」

最近有報道指她透過汪圓圓介紹找富豪男
友，苟姑娘指跟圓圓認識了三年，相信大家都
知發生什麼事。她又叫圓圓介紹男仔給她認識
嗎？她表示自己工作已好忙，當日是應邀出席
圓圓的婚前單身派對。她現時會先工作，覺得
女仔應該靠自己。她明白大家也是工作，但希
望大家不要太傷害她，最好互相尊重，今次事
件笑一下便算。她亦不怕影響形象，因為行得
正企得正。

方中信遺憾鄭太無到
提到此劇因為場面血腥，收到三十幾宗投

訴。方中信表示之前也預計到，拍攝時都覺得
踩界。他對收視都滿意，唯一的是沒有了鄭太
（蒙嘉慧）。記者笑他在劇中捐精給鄭太，鄭
太以後都靠他了。他笑說： 「鄭太怎靠我呀，
當然是靠鄭生啦。（你捐開嘛！）幾鋒利的刀
都有生鏽的一日。」問到他還會生BB嗎？他笑
言不會了，又不想分薄女兒的福利，他指女兒
都好醒，沒有提過要弟弟妹妹，可能知道生多
個會蝕。

志偉志偉向樂園向樂園朋友朋友交代交代PartyParty被泄被泄

苟姑娘真摑蕭正楠震全場

曾志偉任創會董事的福幼基金會獲芝
麻街 「童心同心」音樂劇捐出每票十元作
慈善用途，昨日他現身支持，並與小朋友
透過遊戲呼籲大家要樂於助人，適逢志偉
生日剛過去，大會準備小蛋糕慶祝，志偉
便借花敬佛送給小朋友，實行與眾同樂。

志偉日前請逾三百親朋好友到主題樂
園慶生，誰知卻被全程偷拍，直指他們把
兒童樂園變成人樂園，志偉直言早上已致
電樂園交代，他們是符合規則訂下三個地
區，因全世界這個主題樂園亦可讓團體舉
行私人派對，有關方面亦於網上提早公布
，設下二十個路牌指示，派對又於約五時
開始，遊客已陸續離開，志偉說： 「我的
生日願望是十號同好朋友慶祝，十四號就
闔府統請、老少咸宜，好多仲三代同堂，
父愛母愛出晒來，連我個女都同我講，原
來我無帶過她去遊樂場，所以那日就同她
、孫女坐過山車，真是我的創舉。」

寶珠姐離開Party Start
志偉坦言發現原來浪費很多時間在工

作上，這次當彌補都好真的很高興，隨後
到晚宴上，約十時前就送孫女、小朋友離
開，包括寶珠姐亦十分通情達理，到她離
開後志偉才喝第一杯酒，志偉續說： 「我
覺得這個是對她的尊重，我閂埋門就大叫
party start，以為是私人派對，沒想過有
人混入來。」志偉直言有叫賓客外出吸煙
，因外面很多記者怕拍下來會破壞樂園形
象，當然最好不要吸煙，有小朋友在場時
沒有發生，所以他亦致電樂園、好友，若
對大家造成任何麻煩會一個人負責，大家
事後也稱不需要，像是原來志偉欲向樂園
道歉，但對方卻稱不需要，因為覺得他沒

做 錯 ， 志 偉 說 ： 「他 們 話 我 租 的 是
function room，好多團體、酒宴都會舉
行，包括有新人會洞房，不只是小朋友的
地方。」

至於粗口亂飛，志偉就承認是大細路
，當年梅艷芳都罵他玩完一代又一代，因
為他認識的監製是地下樂隊，抒發起來玩
得癲，所以每次也叫大家別讓他上台，因
為一講就是粗口，志偉再重申道： 「我沒
想過有些人入內，以為都是好親密的朋友
，影響到其他人好抱歉，不過我不講就代
表我不開心，（那佘詩曼無事嗎？）無，
我Rap歌之嘛，不是得農夫識，普通人都
會，我仲每次歌詞不同，總之見人講人話
，見鬼講鬼話，我同大家講要活在當下，
不過出了這個門口就要忘記所有東西。」

證實梁家輝回TVB拍劇
提到梁家輝喝得嘔吐大作，志偉笑說

對方是第一個喝醉，大家替他奪得影帝高
興，志偉並承認家輝已答應一月回無線拍
劇，他說： 「原先之前傾好，但家輝怕突
然返去會被人話他無得撈，到得獎之後，
他就話掂啦，可以度期。（片酬怎樣？）
如果為錢沒意義，無錢是可以請到家輝返
來，他現在當時得令都返來，真的好難得
。」志偉又稱未必是他做監製，但沒有所
謂。另外，談起早前中風的劉家輝接受訪
問杜絕流言，志偉稱很多人關心對方，有
錄製慰問片段、致電等，現在需要對方自
己幫自己，有信心就可
再次站起來，不過家
事方面不便多言，
也非任何人可以幫
忙。

女兒孫女齊坐過山車是創舉女兒孫女齊坐過山車是創舉

闊別樂壇多年的陳慧嫻昨日宣布簽約環球
旗下的寶麗金，於黃埔舉行記者會。慧嫻坦言
全因環球高層Ducan承諾以寶麗金名義簽約才
回歸樂壇。對於成為一姐，她對此急急否認，
揚言只是對品牌的情意結，相信寶麗金也會陸
續簽人。陳慧嫻盛裝襯Bob頭現身，除了廣邀
各電視媒體高層現身，其經理人Tony Chiu亦
有到場。她獲贈一張號碼是第一的員工證，環
球高層Ducan與Tony聯同陳慧嫻齊打電字手印
，正式與寶麗金簽約。譚詠麟（阿倫）亦以特
別嘉賓身份現身，更寸她的髮型似八兩金。慧
嫻在台上坦言十年沒有出碟，今次是極佳時機
。她並說： 「Ducan話我出來，拿回寶麗金出
來，環球都是那樣，寶麗金反而有情意結，算
命話我命欠金。一路在寶麗金那麼好，都因為
有個金字。」

直言明年紅館開騷
事後陳慧嫻坦言近年主要是在內地開個唱

及商演活動，在港已久未公開露面。她說： 「
今年是我入行三十年，自己也沒有出碟十年，
歌迷也希望我再唱歌。」問及可是高價回巢，
她強調今時今日沒有什麼高價，只希望做多一
點好歌。問到入行三十年可會開個唱，她回應
： 「去年有申請紅館檔期，希望三十周年開騷
，但三月尾才通知我八月頭有期，覺得時間倉
促因此決定明年再做，今年專心做好廣東唱片
。」對於成為一姐，她對此急急否認，只稱對
寶麗金有情意結。陳慧嫻並說： 「我相信公司
之後也會陸續簽人。」

此外，對於志偉在迪士尼的派對 「烏煙瘴
氣」，阿倫昨日強調不知道，全因自己於晚上
十一時三十分才到場，唱了十幾首歌逗留四十
五分鐘已離開。問及沒有和他們唱粗口歌，阿
倫說： 「有沒有教育意義先。（眾人在室內抽
煙？）我不知他們那麼開心，我本身不抽煙，
可能他們好High。他們是成年人，承擔得起
。」

陳慧嫻返寶麗金復出樂壇

▲志偉出席福幼活動，與小朋友打
成一片

▶志偉表示不知派對現場有外人，
以為全是親密的朋友

▶▶志偉證實梁家輝志偉證實梁家輝（（右右））明年一月返無線拍劇明年一月返無線拍劇

▲▲馬賽馬賽（（左左））表示拍劇時得到表示拍劇時得到
祥仔的提點祥仔的提點

▶▶朱璇表朱璇表
示當晚乘示當晚乘
坐 的 是 女坐 的 是 女
性朋友的車性朋友的車
，，由她的老由她的老
公駕駛公駕駛

▲▲黃心穎黃心穎（（左起左起）、）、李佳芯和梁嘉琪出席新節李佳芯和梁嘉琪出席新節
目記者會目記者會

▲苟姑娘坦言獲邀參加汪圓圓的
婚前單身派對

◀苟姑娘（左）在台上真的掌摑
蕭正楠（中），令全場嘩然

▲▲陳慧嫻陳慧嫻（（左左））復出樂壇復出樂壇，，阿倫到場支持阿倫到場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