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離開無線返內地發展的馬浚偉（馬仔），
最近終答應返娘家拍劇。昨日馬仔出席民初劇《守
業者》（暫名）的試造型活動，同場出席的還有楊
怡、邵美琪及盛傳被他嫌未夠班的麥長青（麥包）
。馬仔跟麥包都搭膊頭有傾有講，打碎不和傳言。
馬仔表示一年前已答應曾勵珍（珍姐）拍攝此劇，
加上是梁材遠監製，大家合作會更有默契。此劇八
月更會赴佛山、廣州取景，預計在當地逗留一個月
。他指現在跟無線其實仍未簽約，要待律師返港處
理。六月尾馬仔會推出新碟，七月會在九展舉行首
次迷你音樂會，門票收益將作慈善用途。

有傳無線將拍攝新一輯《大廚出馬》，他坦言
跟珍姐傾合約時有提過，詳細未傾，若時間允許都
感興趣。提到有指他嫌棄麥包未夠班，他強調沒有
此事，私下大家感情很好。而麥包亦指報道 「黐線
」，他表示跟馬仔關係很好，當年大家一齊拍攝《
洛神》，是永遠的 「二哥」、 「三弟」。麥包指這
些報道沒可能挑撥到兩人的感情，聽到傳言只會得
啖笑。

楊怡笑指對香香都有好感
此外，最近有指岑麗香介入楊怡與羅仲謙之間

，有指二人戀情告急。楊怡反問： 「怎樣告急先
？好無聊，明白近期雜誌沒東西寫，但覺得捉姦
字眼影響不好。」她表示跟香香是朋友，她指
報道的相片是劇照，不是去捉姦。她是否對謙
仔好有信心？她表示大家相處得好開心，對方是
值得信任的人。她又笑言只知自己好急要去廁所

，但不知道什麼是戀情告急。至於有指謙仔對香香
有好感？楊怡笑指自己對香香也同樣有好感。

馬仔拍TVB劇跟麥包有傾有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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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若英（奶茶）與富商
鍾小江結婚後，一改以前
勤力作風，少了出席商
業活動，更是睽違三年
才再度推出新音樂作品
。被外界懷疑是想要專
心造人，昨日她到電台
宣傳新專輯，被媒體追
問造人計劃，她反問記者
： 「你結婚了嗎？」她坦言
造人比較難計劃，因為不像出唱
片。她坦承自己非常喜歡跟小朋友玩在一起，也期待自
己有小孩，一切都真的隨緣，如果自己有小孩一定會像
她一樣很倔強，但她自己絕對不會是個嚴格的母親，還
可能是個非常搞笑的媽媽。

劉若英籌備三年，再度推新專輯《親愛的路人》，
請來多位知名製作人為她量身打造，首波主打歌《親愛
的路人》一推出便衝上排行榜第三名的好成績，已是天
后級的歌手。奶茶透露要跑專輯通告，心裡還是非常緊
張。

謝安琪（Kay）、許廷鏗（Alfred）、吳
若希（Jinny）連同三位內地歌手李代沫、多
亮及胡夏等前晚為 「華語好聲音大熱唱」音樂
會在亞洲國際博覽館演出，一眾歌手輪流上場

演出，吸引大批歌迷到場支持，適逢昨日（二十
九日）是Alfred的二十五歲生日，公司所有歌手
突然帶同蛋糕上台為他慶祝，全場合唱生日歌，
氣氛非常熱鬧，期間觀眾席上有歌迷大叫： 「咀
欣宜。」但Alfred未知真聾或是裝傻未有行動。
音樂會上，大會特別安排一個紀念陳僖儀的環節
，邀請到同期新人Jinny重新演繹她的遺作《蜚蜚
》，Jinny表示： 「這首歌代表年輕歌手送給陳僖
儀，好希望大家學習她的專業態度，及對音樂的
上進，祝她一路好走。」

Kay表示跟李代沫見面很多次，真正合作倒
是首次，她笑言因此慢慢識得欣賞 「光頭」，因
為丈夫張繼聰也因拍劇的原因而剃頭，她笑言：
「阿聰個光頭都慢慢看慣了，只是他睡覺的時候

，髮根會摩擦枕頭發出沙沙聲，不過是一件好事
，因為我家用的洗髮水好貴，現在可以節省了不
少，個仔都好喜歡摸他個頭，覺得好得意。」
Kay坦言跟代沫合作非常開心，今次翻唱對方的
作品，期待有一天聽到代沫演繹她的廣東歌。

Jinny性感為廷鏗慶生
Jinny早陣子被男友母親公開指斥，令兩人關

係冷戰。提到此事，Jinny不欲多提，只透露已經
分手，問到是否跟對方母親的罵戰有關？她說：
「沒關係，有些事是改變不到，我好尊敬對方，

不是報紙中講到這麼壞，我們沒有任何爭吵，沒
有傳聞所講的難聽說話，我完全沒有唱衰他們，
所有誤會已經在私底下解釋了，但公開場合我不
講太多。」她坦言已經回復單身，前晚刻意性感

打扮，尊重場合之餘亦是當作送給Alfred的生日禮物，可惜對方
不領情，全程不敢看。

欣宜不介意秋官缺席
鄭欣宜忙於為媽媽沈殿霞的紀念騷開會籌備，她坦言替離世

的媽媽感到安慰，因為不少她生前的好友都主動出錢出力去做今
次的音樂會，她說： 「我知道這個演出需要好多資金，大家肯出
錢又出力去延續媽咪的精神、開心跟正能量，好叫香港觀眾都能
夠紀念媽咪，的確非常感動。」對於媽咪的好友何守信擔心有人
中飽私囊反對紀念騷，欣宜表示： 「聽到他的說話我很
感動，我相信他是愛惜媽咪才會有這種反應，可能
何師傅不太了解，今次的確好多朋友拿錢出來，
大家好大機會會蝕錢，他緊張我，但我好享受
在舞台上表演，可以放心。」至於爸爸鄭少
秋，欣宜表示曾經作出邀請，可惜爸爸因工
作不在港而未能出席，會否感到遺憾？欣宜
說： 「沒所謂，待我要開個人演唱會的時候
才邀請他來，到時他不出席我就會好傷心。」

出自荷蘭概念藝術家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的創作，曾經暢遊多個國家及城市
的巨型充氣 「沖涼鴨」，即將首次亮相香港的海港城。為隆重其事，邀請了劉德華跟橡皮鴨
見面，由於華仔工作繁忙，他要特別改動其他工作檔期來遷就這次的相見。

團隊及工作人員一行數十人，佔用了碼頭一大個位置作準備工夫。工作人員先把 「沖涼
鴨」放於海中充氣，不過現場風勢不弱，花了好一段時間才成功用石躉固定鴨子。華仔就跟
團隊夾好時間準時現身，在現場指導拍攝的策展人兼創作總監SK先把 「鴨爸爸」Hofman介
紹予華仔認識，二人一見如故，談着鴨子的製作過程及其周遊各地的歷史。

「返去童年時代」
華仔跟這隻巨型 「沖涼鴨」首次會面，他說： 「想不到原來真的那麼大隻，它有一艘郵

輪那麼大，場面好壯觀，而且顏色鮮明漂亮，見到它整個人心情即刻輕鬆晒！」華仔指這隻
「沖涼鴨」是象徵着快樂和美好。曾經遊走不同國家同城市，不單宣揚快樂訊息，還帶着來

自不同地方的笑臉。所以鴨子來探訪香港市民，是一件非常令人興奮和雀躍的事。他亦知道
這次海上展覽更會為 「心晴行動慈善基金」籌款，幫助精神或情緒病患者，非常有意義。問
到華仔小時候有玩過 「沖涼鴨」嗎？他說： 「有呀！記得小時候都有玩過 『沖涼鴨』，更要
媽咪特登搵個盆仔放水給我沖涼。今日見到它就好似返去童年時代，但它變大了，我就變細
了，好有趣。」

劉若英笑稱
是個搞笑媽媽

華仔首晤沖涼鴨感覺有趣

今年為 「開心果」沈殿霞（肥姐）逝世五周年，其一班
好友將於她的生忌六月一日在紅館為她舉行 「開心果永遠欣
想你演唱會」，以延續其開心精神，以及圓肥姐希望欣宜站
上紅館的心願。而昨日出席記者會的，包括肥姐愛女鄭欣宜
、契仔張學友及好友曾志偉、汪明荃（阿姐），欣宜並向各人
送上開心果及用肥姐生前的絲巾造成的環保袋，以示謝意。

阿姐在台上表示打從一九六六年便認識肥姐，到七一年
就在《歡樂今宵》中合作，她表示有肥姐在場大家都不用怕
，因肥姐儼如大家姐般會幫大家拿主意。志偉則笑謂今次演
出完全沒人托手㬹，有些甚至自己要求來，就如學友死也要
來，還自薦跳舞。志偉最記得每次有不同人扮肥姐，肥姐都
會忍不住笑，還笑到 「瀨尿」。阿姐表示屆時會唱歌及講講
肥姐生前的趣事，由於她沒時間排練，故會選唱自己的歌。
她自言與肥姐一起成長，大讚肥姐敬業樂業，不介意演出任
何角色，肥姐又很疼鍚欣宜，見到她對欣宜的付出已令阿姐
感動不已。阿姐又謂今次並沒傾到酬金一事，大家都很願意
為肥姐做些事，對於日前何守信表示有人若利用紀念活動自
肥會遺臭萬年，阿姐指他可能不清楚此事，每個人做事都有
自己的理由，她是本着對肥姐的尊重及懷念而演出，她道：
「每個年輕人都應該支持，我做粵劇都是承傳，每個崗位都

需要新人，幫到她（欣宜）為何不幫？」對於今次有份協辦
的陳淑芬，早前主辦哥哥紀念活動被質疑斂財？阿姐指對方
在此行做了很多年，會相信她的。

志偉笑學友霸住支咪
志偉表示今次演出嘉賓除了他們四人外，還有陳百祥、

任賢齊、周華健、草蜢、薛家燕及胡楓等肥姐生前好友，而
收入扣除開支將全數撥捐福佑基金，他謂演出的藝人可能有
車馬費，大家亦可能都樂意把車馬費也捐出來，問他屆時可
會唱歌，他笑道： 「有學友在場就好難，因他成日霸住支咪
不放，所以我還是負責掃地、招呼人及派禮物。」對於何守
信早前指如果有人利用紀念活動自肥會遺臭萬年，志偉覺得
是大家未清楚件事，而幫手做的人只要意義達到便OK，過
後也不會再計較。

對於被志偉指經常霸住咪不放，學友笑道： 「志偉講話
沒新意，不過過了六十歲就是這樣啦！」他又謂屆時會唱肥

姐喜歡的歌，但唱什麼就要與肥姐 「商量一下」，問他是否
經常夢到肥姐，他笑言經常在電視見到她，但發夢就經常忘
記，所以不敢講。有指今次是圓肥姐心願，因她希望欣宜站
上紅館，學友則不覺得，因肥姐的心願是欣宜在紅館舉行個
唱，不過他大讚欣宜在舞台劇《一屋寶貝》中是唱得最好的
一個，相信她一定可以站上紅館，今次演唱會主要是想將肥
姐的開心精神流傳下去。他又指欣宜不經意會流露肥姐的神
態及動靜，欣宜亦自覺有些語氣很似媽咪，如果今次有機會
扮媽咪會好開心。對於何守信早前指如果有人利用紀念活動
自肥會遺臭萬年，學友相信是有所誤會，並覺得任何人都不
能將一個人推上紅館，要站上紅館一定要靠自己，相信欣宜
不久將來一定可以靠自己站上紅館的。

陳淑芬得哥哥粉絲支持
此外，陳淑芬之前搞哥哥紀念活動被指袋二千萬，其後

何守信提到如果有人利用搞紀念活動而自肥會遺臭萬年，似
是衝着她而言。昨日她有備而來，帶備哥哥的上海粉絲寫給
她的慰問信，以示哥哥粉絲對她搞今次紀念活動的支持，問
她是否有為報道不開心，她坦言有一點，並指何守信是指如
果有人，她相信自己一定不會遺臭萬年，因為講的不是她，
但炒作的人就會遺臭萬年。她亦不會去聯絡何守信，因對方
不是講她。她重申今次有這麼多巨星上台紀念哥哥，是很美
的一件事，而哥哥是愛完美的人，所以製作上她也不敢馬虎
，是否將二千萬都放入製作費，她只道： 「根本沒有二千萬
。」她謂只想趁十周年送份大禮
給哥哥，亦送得好開心，最開
心是唐鶴德（唐唐）也站出
來。她又覺得今次是有
人針對性地製造一些
沙石出來，故決定
以後她搞的活動都
不接受壹傳媒到
場採訪。

坦
言
開
始
睇
慣
阿
聰
光
頭

讚學友學友學友 有望紅館開騷欣宜欣宜欣宜
阿姐志偉力撐肥姐騷阿姐志偉力撐肥姐騷

楊紫瓊（Michelle）昨日在港出席一護膚
品牌活動，她透露剛剛去了非洲宣傳道路安全
，對於當地有六成入院人士都是因為遇上交通
意外，而入院後如果沒有家人和金錢，院方不
會醫治，這令她覺得心痛，她道： 「要醫治及
救活一個傷者，大約要六百至八百歐羅，我見
到整條走廊都躺着受傷的人，其中一個老人家
等了三日都未接受過治療。」而下星期她會飛
去俄羅斯繼續宣傳道路安全。

經常四處飛的她，被問到何時與外籍男友
Jean Todt 「拉埋天窗」？她笑言與男友已拿出行程表
努力夾時間，可惜短時間內都未能成事，因不想隨便舉
行婚禮，一定要弄得好有意思和找個特別日子。那可會
選擇拍拖紀念日結婚？她甜笑道： 「都有想過，但想再
找一個更特別的日子。」問到結婚地點，她表示一定要
返馬來西亞，因父母都在當地，不回去結婚兩老會好傷
心。至於會否擺酒，她謂可能每個有知己的地方都擺，
要不然便選一個地方一次過擺。

沒跟梁洛施聯絡
另外，提到她早前為馬來西亞總統站台助選，因而

惹來網民炮轟，並指要抵制她。她謂今次是做品牌活動
，而且政治方面在馬來西亞已說了。那她以後會否說話
小心一點？她謂大家都知她性格好直，有什麼要講便講
。提到好友梁洛施被拍到與男伴外遊，她謂近期沒聯絡
對方，亦不知此事，但朋友們有開心事都會替他們高興
及送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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