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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芸慧（苟姑娘）、
楊崢、森美、小儀及王維
基等昨日於出席一個頒獎
禮活動。無線劇《金枝慾孽
貳》收視平平，連鄧萃雯（雯
女）日前亦於活動上表示故
事難明及拍攝時零劇本。對此苟姑娘
表示，自己對該劇有信心，入主題後
，觀眾就容易接受。

相信雯女被曲解
提到雯女表示難明，她表示，相

信雯女不是這個意思。問拍攝時是零
劇本嗎？苟姑娘說： 「那時有少少飛
紙仔，但有一定劇本。」她稱，明白
該劇故事；並謂，自己於外國長大，
為了該劇了解過清朝歷史。說到伍詠
薇（伍姑娘）近日放了她的床照上微
博，似為劇集谷收視，苟姑娘表示，
不介意，事前亦知道。她稱，與伍姑
娘是好姊妹，如果能為該劇宣傳，自
己沒有所謂。

對於有網民批評她於《金》劇的
廣東話差，苟姑娘表示，會虛心學習

中文，並說： 「我的廣東話是不正，加上今次好多
四字成語，平時好少聽，我會努力。」她稱，現時
有學中文，希望有進步。被批評有不開心嗎？她說
： 「人家說得對，我會虛心學。」說到雯女日前指
，無人安排她拍《金》劇宣傳片，似有微言；苟姑
娘謂，有關方面可能安排得好急，相信只是誤會。

拒做城城對 「鞋」
此外，郭富城（城城）日前於訪問中用不合腳

來比喻不合適的感情就要換，好像鞋一樣。苟
姑娘表示，有聽過，但不明白其理論。她
說： 「每個人對人生、愛情觀有不同睇
法，我沒資格評論他。緣分有時講求
時間。」問她覺得自己適合成為城
城 「那對鞋」嗎？苟姑娘說： 「不
知道。我不太認識他，不知他想要
什麼鞋。我現在不想做（別人的）
鞋，想做苟芸慧先，以及先做好工作
。」同場的楊崢表示，將推出飲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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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熱話巨型 「Rubber Duck」昨日正式於尖沙
咀海旁舉行揭幕禮，設計的藝術家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出席外，還有 「心晴行動」的負責人林建
明（大姐明）、林建岳、髮型師Rick Chin、盧覓雪
等，現場出售出的 「Rubber Duck」限量版紀念版精
品將全數撥捐 「心晴行動慈善基金」作慈善用途。

心晴行動基金
大姐明表示事前用了一個月時間來計劃，是次能

與知名的 「Rubber Duck」合作非常榮幸，唯一擔
心的是市民反應太熱烈，紀念品來不及補貨。之前她
已見過霍夫曼商討合作事宜，她說： 「他高大又靚仔
，他是藝術家我也是，我是畫畫的，所以我們很夾！」
她會否考慮畫Rubber Duck作慈善拍賣？大姐坦言
是好提議，因為也不難畫，可以考慮。

Rick Chin笑言這天是奉好友張栢芝之命來替
其愛兒買紀念品。最近栢芝忙於為內地的明星跳水節
目練習，他大爆栢芝撞車的舊患再度復發，朋友都有
叫她不要跳，因為發生這麼多事，早前更有人不幸死
了，但她的性格好強要堅持到底。他又謂即將與吳千
語到澳門玩笨豬跳，他要跟千語一起跳，笑指對方怕
林峯禁止，所以都好緊張。

徐若瑄（Vivian）昨日和媽媽出席於台灣舉行的一
個錦標賽活動，徐若瑄連續四年擔任該活動的代言人，
以往都由她投球擔任開球大使，這回首次換成打擊手身
份。最近她忙於拍攝電影《聽見下雨的聲音》，這天也
是特地向劇組請假出席活動。Vivian一到場後超興奮，
在台上除與媽媽玩自拍，還隨手抓一位可愛小朋友逗弄。

徐媽訝異
前日她才參加完關穎結婚派對，她笑言昨日戴住民

族頭飾讓她有靈感，笑言有種出嫁的感覺，以後如果辦
婚禮，會以原居民為主題。Vivian被問是否會想交男友
，在旁的徐媽媽也被問到是否急女兒婚事？徐媽說她
一點不擔心，一切隨緣， 「反正緣分來的時候逃不掉。」
徐媽媽指已有三個孫子，反而Vivian竟誇口說： 「明年
、明年會有。」徐媽媽聽後超訝異，反問女兒「明年？」
小瑄笑說： 「今年拍戲拍到年底，今年不可能，明年吧
！」被問到現階段是否有對象？Vivian神秘笑說： 「明
年再告訴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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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少芬（Ada）誕下細女僅一個月，昨日已正
式復工拍攝廣告。昨日所見，Ada弗爆未見肥肉。
她自言，對自己主演的劇集《金枝慾孽貳》收視最
低僅20點，感到難過。鄧萃雯（雯女）日前指拍攝
《金》劇時太遲才收到劇本，Ada對此解釋稱，只
是有對白的劇本很遲才收到，但早已有分場，演員
也會知道拍攝什麼。她又死撐與監製戚其義（阿戚）
合作多年，拍他的劇集令自己在內地獲益良多。

細女如大包
已成功收身的Ada昨日大騷長腿，甚為性感。

剛剛才誕下幼女的她特別帶來紅雞蛋，現場又有一
棵紅雞蛋樹，讓Ada與眾分享喜悅。

蔡少芬表示，生B剛剛一個月零六日，不過現
在和全盛時期相比，仍差8磅。她說： 「BB快13磅
，她一個月肥5磅，我都好佩服。」Ada踢爆愛女全
日不是吃就是撒，食量非常驚人。她說： 「老公讚
細女如包子一樣，肉如節瓜，大女亦很愛錫細妹
。」問及可考慮再生？Ada強調，已打算封肚並說
： 「我的年紀不小，如果再生，陪唔到兩個女兒，

現時出來工作，猶如放監一樣。」
另一方面，提到其主演的劇集

《金枝慾孽貳》近日收視最低約20
點，Ada坦承，也感難過
。她苦笑道： 「我希望觀

眾多點耐性看，丈夫有陪我睇，廣告時段才做
其他事。」她乘機呼籲觀眾要在電視機前留
心睇《金》劇，播映時段不要吃東西及去廁
所。

煲劇要耐性
談及鄧萃雯日前控訴劇本於拍攝前

一日才收到，嫌不夠時間準備，Ada聞
言不表認同。她表示： 「我們其實知道
分場，演員也知道劇情是什麼。」蔡
少芬直言，跟戚其義合作過多齣劇集
，故此習慣此模式，不覺壓力。她
說： 「這樣不用咁早做定功課，演
出時也不用那麼設計。有觀眾指劇情
難明只是人云亦云，先入為主而已。」
Ada又笑言： 「第一集多支線又要交代，
劇集要慢慢煲，觀眾才想繼續睇。」

Ada指出，早年與戚其義合作《珠光寶氣》
、《火舞黃沙》等，獲益良多，自己憑上述劇集
在內地增加了知名度。她力挺好友道： 「阿戚的
劇集要慢慢嗒。雖然飛紙仔拍得又辛苦，收視不
好，但外界對我的演出也有讚賞。」Ada透露，本
周六會出席宣傳活動，亦考慮聯絡雯女合作谷宣
傳。她說： 「其實大家對劇集有意見是好事，最
緊要有人寫。」

黎耀祥昨日出席一個啤酒活動，昨日適逢
是他的農曆生日，大會安排兩位啤酒女郎送上
生日蛋糕，為他慶祝。祥仔亦有大批粉絲送上
壽包，氣氛熱鬧。明日亦是祥仔西曆生日，他
都要開工，故不會特別慶祝了。昨晚會跟家人
食飯。

甘心被插
活動上有記者叫祥仔拍照時，稱呼他為 「

布布」，引得全場大笑。祥仔苦笑說： 「死都
畀你叫翻生呀！」對於觀眾要求腰斬《神探高
倫布》，近年無失手的祥仔仍能從容面對。他
指失敗乃成功之母，太多讚賞只會令自己退步
，有時有些負面批評能讓自己反思，不同階段
可以有不同體驗。祥仔坦言過去也曾拍過不少

爛片，今次當作是吸取教訓。
對於發哥周潤發也曾是電影界票房毒藥，

祥仔笑言自己會正面理性去看不會逃避，大家
今次所講的很多也講得對，劇情部分不合理，
也有點誇張，宣傳時又給觀眾錯覺以為是懷舊
喜劇神探李奇，偏離了觀眾的想像。問他以後
會否嚴選劇本呢？祥仔坦言向來接劇也沒完整
劇本，有時只得故事大綱或幾集劇本便要開工
，所以也不能過於執著。今年問鼎第四屆視帝
會否打定輸數？祥仔笑言今年拿不到就明年，
明年沒有就後年。他說： 「都沒所謂，也拿了
三屆，六合彩中一次都好收手啦！（你攞三屆
都後無來者啦。）是你講的，我承認咋！」他
指劇集也是娛樂觀眾，大家都得啖笑，相信大
家 「插」完好快便沒有事。

雯女彈雯女彈《《金金》》劇劇

蔡少蔡少芬芬：：
最緊要有人寫最緊要有人寫

祥仔：《神探》劇集不通

◀Ada收身成功

◀◀蔡少芬一家四口蔡少芬一家四口，，幸福滿瀉幸福滿瀉

▲苟芸慧認廣東話欠佳

▶楊崢食極唔肥

▲祥仔（左）收巨型壽包

《勁歌金曲》
前 晚 錄 影 ， 並 以
band為主題，黃家
強、葉世榮、吳國
敬 、 劉 以 達 及 C

AllStar齊亮相。之前
有 傳 家 強 及 世 榮 因

Beyond紀念演唱會鬧不和
，二人前晚同場出現，大方合

照，以行動粉碎不和傳言。身穿透視裝
露兩點的家強表示，兩年前已跟世榮談過一次
，發覺大家分開發展很久，各有立場，如果意
見有分歧，不如不夾，始終夾band要看緣分。

家強續表示，二人沒有不和，自己6月舉
行演唱會，世榮7月開騷，原本想互相為對方
作嘉賓，可惜最終檔期不合。世榮亦解釋稱，
大家如要再夾band，要放下手上工作。他笑說
： 「相信要等到2046年。」二人又謂，現在各
自都當了父親，平時傾偈也有交流湊仔心得；
並笑言，可以 「對親家」。家強表示，兒子較
世榮的女兒年長，如果他們將來合得來，真的

沒問題。

世榮：重組Beyond不易
另外，世榮昨日到商台接受訪問，為新歌

《薪火相傳》宣傳。這首歌是紀念家駒的精神
，希望將搖滾精神一代一代傳下去。世榮之前
在北京及廣州有製作公司，但因為兼顧不到，
現時將基地移返香港。問會將搖滾精神傳給女
兒嗎？他坦言，女兒有音樂細胞，愛聽舞曲，
又很好中氣，試過在酒樓大聲叫，嚇倒旁邊的
小孩。

再提到跟家強傳不和的事，世榮坦言，不
想放下現時的工作，所以不會參與Beyond三
十周年紀念巡迴演唱會。他說： 「好多人以為
重組好簡單，其實大家分開這麼久，要再一齊
建立默契，需要很長時間。」他又指，單是做
巡迴，前後可能已要兩、三年。至於拗撬問題
，世榮認為可以避重就輕，但Beyond真的已
解散了，但他歡迎早期的Beyond成員參與紀
念演唱會，至於阿Paul及家強，其實已隨時準
備好。

家強樂與世榮對親家

徐若瑄徐若瑄隨口說明年生仔隨口說明年生仔

▲▲小瑄小瑄欲閃婚欲閃婚？？
▶小瑄（右）與母親出席活動

▲▲家強家強（（右右））與世榮合照碎不和與世榮合照碎不和

▲世榮工
作滿檔，
不考慮重
組Beyond

▲▲林建明林建明（（左左））與林與林
建岳在巨鴨前合照建岳在巨鴨前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