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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仔赴康城粉絲送行接機
杜琪峯執導的電影《盲探》獲選為今年康城影展

的觀摩電影，杜琪峯和女主角鄭秀文（Sammi）已飛
抵康城準備出席首映禮及行紅地氈，男主角劉德華則
於前晚深夜才從香港出發，有約三十位粉絲到機場送
機，由於趕飛機的關係，華仔未有停步接受訪問，只
邊行邊回答記者問題，對於康城近日發生偷竊及槍擊
案，華仔坦言知道，雖然此行只逗留兩日也會事事小
心，而入閘前，他又應記者要求站定拍照，然後便匆
匆入閘。昨日華仔平安飛抵康城，當他步出機場即與
接機的粉絲打招呼，其中一位外籍孕婦粉絲，原來十
年前曾見過華仔，這次專程到機場接機，是希望告訴
偶像自己已結婚並即將做媽咪，華仔恭喜她之餘更與
她合照留念。

Sammi全白打扮迎康城
至於早華仔一日隨劇組大隊抵達康城的Sammi，

對於首次參與這盛事感到好興奮，她說： 「一到埗就
好開心，康城是一個風景好靚的小鎮，可惜到埗後不
停下雨，未能到處遊覽。但今早起床後，窗外陽光普
照，我住的apartment又可以望海，覺得好舒服，風景
好靚，好開心！」不過Sammi卻要接受一個又一個的

訪問，全白造型的她還自拍靚相上載微博與粉絲分享
心情： 「康城行程第一天，選上一身白，不多不少代
表了Mi這次踏足如此大型國際性的電影盛事所擁抱
的心態，就是：帶着孩子般簡單的心去感受和參與。
康城比我想像的還浪漫，Mi工作剛完畢，在脫下這
一身白之前，不忘給你們拍個照。能否給Mi鼓勵加
油一下，明晚走紅地氈很不習慣喔！很需要很需要力
量。」

謝絕美食備戰紅地氈
相隔幾小時後，她再上載另一款靚相，並留言：

「自信地完成工作，多得有合宜的戰衣一路陪伴。」
而凌晨時分Sammi將為《盲探》首映行紅地氈，為了
以最佳狀態穿上華麗晚裝踏上紅地氈，連日來她乖
乖忍口，謝絕美食，她說： 「我在幾十套晚裝之
中揀出，因為我要求除了靚之外，還要舒服。於
是我一直試，終於幸運地穿上一套令我感到： 『
係你啦！』的真命天子。（性感嗎？）哈哈，我
沒資格性感啩⁈」同樣身處康城的劉嘉玲希望相
約Sammi見面吃飯，Sammi也渴望與嘉玲一敘，但
工作真的排到密麻麻，只好隨緣。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星期一B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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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漢文、許志安和蘇永康昨日為Big Four演唱會
DVD舉行簽唱會，由於張衛健身在內地，三人談及健
仔未能到場很掛念他時，安仔笑稱有點像 「悼念」健仔
似的，繼而又一起走到健仔的大相面前合照和遞咪高峰
當健仔一起合唱，逗得全場大笑。玩遊戲期間，安仔繼
續貪玩地大講有味笑話，看到康仔除眼鏡借給男歌迷扮
Chock樣時，又取笑康仔樣子很 「得」；事後他稱出席
活動能與觀眾有互動，台上台下都會更開心。

提到安仔人逢喜事精神爽，他即說沒有，反指是梁
漢文，令大家追問梁漢文是否有喜事？擾攘一番後，安
仔才乖乖地被問與鄭秀文拍拖買餸煮飯一事，並稱每個
人都要吃飯，沒什麼，不過只是偶爾。康仔即說： 「你
們偶爾的買一次餸就厲害到全世界都知，加拿大和溫哥
華一定知，因為鄭敬基上載到網上。」提到鄭秀文現正
赴康城影展，可擔心對方安全？安仔謂： 「我聽過當地
有點亂，有流浪漢持假的手榴彈和手槍，但應該是惡作
劇，今次是當地大型的盛會，保安做得很好，所以我不
擔心亦不驚。（會否着鄭秀文致電報平安？）不用。（
是否很清楚對方安全？）她有很多同事和人相伴，可以

放心。」

三人同公司飛起健仔
安仔隨即把話題回到活動上，指跟康仔和梁漢文已

經二十年沒有同公司，今次難得大家以同事身份同台，
笑言是專登 「飛起」健仔。笑問因此活動開始前就說要
悼念健仔？安仔說： 「口快快將心底話爆了出來，哈哈
。其實真的很想念他，幸好下星期Big Four到澳門演出
，屆時可以見面。」

安仔稱跟Sammi買餸是偶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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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玲攜偉仔陳坤走紅地氈
由劉嘉玲及陳坤主演的《過界》，被

今屆康城影展選為 「一種關注」其中一競
賽單元電影，該片並於康城時間五月十九
日晚上舉行全球首映，劇組齊齊亮相康城
紅地氈，首映完畢後，各人都感到激動興
奮，又互相擁抱，場面既開心又感動。

導演劉韻文、監製施南生及男女主角
日前已到康城準備出席今次首映，另一監
製俞琤和投資方之一徐楓亦隨後趕到，雖
然康城連續幾日下着大雨，但無礙所有人
的熱情。身穿白色低胸裙的嘉玲心情勁靚
，挽着老公梁朝偉與陳坤一起行紅地氈，
還風騷送吻。而影片首映完畢後，整個劇
組一起起立接受全場觀眾歡呼拍手長達十
分鐘，偉仔也大力拍手，只見大家很激動
興奮，嘉玲也高興得與施南生、俞琤、陳
坤及導演等人一一擁抱。陳坤表示走紅地

氈前很緊張，因他也未看過全片，但當晚
看完後感動得很。

范冰冰獲頒「國際藝人」
此外，近年頻頻亮相康城影展的范冰

冰，終於獲得外國傳媒的認同，獲康城影
展官方刊物《The Hollywood Reporter》
頒發 「年度國際藝人」，此獎項是為表揚
對全球娛樂事業有影響力的明星藝人。外
國傳媒形容范冰冰具國際潮流指標，在國
際演藝事業上機會越來越多。而頒獎禮原
定在戶外舉行，但由於受天雨影響而轉到
酒店舉行，范冰冰對於今次獲獎表現得非
常興奮，她道： 「今晚好像灰姑娘一樣，
穿着名設計師的衣服是每個女孩子的夢想
。雖然我很喜歡時裝，但我更重視的是我
的演藝事業。」

昨日（十九日）是蔡少芬（Ada）老公張晉的
三十九歲生日，前日他們兩公婆放下一對女兒，雙
雙飛去馬爾代夫旅行兼慶生，張晉在微博上載與老
婆的慶生相，只見兩公婆共飲一杯飲品，Ada還送
了一件迷你蛋糕給老公，寫上 「Happy B-day Mr.
Zhang」，且不忘送上香吻一個。

張晉今年在《一代宗師》飾演 「馬三」一角，
令他人氣急升，多了不少工作機會。家庭方面，除
了多添一名女兒，長女亦健康地成長，故今年對他
而言可謂是豐收年，因此趁生日時便與老婆雙雙外
遊慶祝。而昨日張晉在微博有感而發道： 「今年生
日很快樂，早餐時和太太一起數算的恩典：《一代
宗師》帶來的工作機會，小女兒平安信兒出生，楚
兒健康成長，等等…感恩！繼續努力！張晉生日快
樂！」Ada亦留言賀老公： 「老公：生日快樂！願
你一生一世都快樂！工作一次比一次精彩滿足，帶
給觀眾無限驚喜！湯圓包子愛你、聽你話！老婆越
來越靚、身材好、多人喜歡、入得廚房出得廳堂、
人見人愛車見車載…總之帶給你無限的快樂，令你

生活多姿多彩！永遠愛你的老婆上。」

阿佘聯同姊妹台灣慶生
另外，本月二十八日生日的佘詩曼，就聯同一

班好姊妹，包括周家蔚、文頌嫻、梁靖琪及姚樂怡
去台灣慶生，阿佘在微博上載與好姊妹的合照，並
寫道： 「My birthday trip in Taiwan. Soooooo fun
Love u girls.」

JolinJolin

今年是Beyond成立三十年，亦是黃家駒逝
世二十年的日子，為悼念家駒，弟弟家強除寫了
新歌《好好》送予哥哥，更發起 「今天我好好」
紀念活動，希望所有喜歡Beyond，喜歡家駒的
朋友一同將自己 「過得好好」的照片傳給他們，
百度貼吧會把所有照片於家駒六月十日生日那天
砌成一個家駒作為送給他的生日禮物。

家強表示雖然已二十年，但傷痛仍在，不過活
着便要精彩，這是Beyond精神，不再要有眼淚，
他說： 「家駒從不喜歡哭哭啼啼，希望大家跟我一
樣，可以很快樂地告訴家駒，我們好好，不用擔心。所以
我們發起收集很多身邊朋友，家駒好友 『過得好好』的照
片。」而照片的主人翁，包括周潤發、劉德華、陳奕迅、
黃耀明、古巨基、鄭伊健、草蜢、任賢齊、楊千嬅、王菀
之、五月天、王菲等。

王菲支持傳上自拍照
家強謂當年Beyond跟王菲一起拍《Beyond日記之莫

欺少年窮》，那時王菲的廣東話仍未學得好好，經常被他
們捉弄取笑，家強說： 「不過阿菲好聰明，學東西好快，
所以她好快已經講得好好，有時重窒返我們轉頭，大家以
為她不講話好靜，其實她好玩得，個腦轉得好快，好有幽
默感，講話好好玩，好好笑。」家強又說： 「好耐沒見阿
菲，不過睇新聞知道她過得好好呀，紀念阿哥，我微信她
，叫她傳張自拍照給我，她好快就傳了兩張照片過來任我
揀，非常多謝。」

六月四、五日家強將於九展舉行演唱會，並寫了新歌
《好好》送給家駒作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歌曲之中的女聲
和音部分原來家強老婆也有份一起唱，而拍MV當日，他

更帶同老婆及大仔到場，MV中有不少家駒過去的片段，
但大家覺得既想告訴家駒他過得好好，MV應該有他現在
式的生活，最終老婆及仔仔也一起客串了最後一個鏡頭，
告訴哥哥，今天小弟弟已經長大，並且當了爸爸，很是幸
福。

對不起哥哥守護不到Beyond
為了今次的悼念活動，家強不單會在演唱會中演唱大

量Beyond的歌曲，跟歌迷一同返回昔日時光，也考慮跟
家駒對唱，至於形式仍有待導演決定。家強更為了紀念活
動而寫了一封給哥哥的信，信中提到自己的轉變外，也提
到對不起哥哥，他曾經努力嘗試守護Beyond，可是最終
仍是守護不到，問到他如何曾經嘗試守護？家強坦言，最
初Beyond分開個人發展的頭兩年，他真的以為大家去一
去就回來，於是他就等了兩年，可是大家分開發展後，似
乎各有各天空，兩年後他知道一個人的力量無法改變天意
，Beyond已經跟家駒一同離去，也不再執著。他現在最
希望是每一個Beyond成員，都可以找到各自的快樂人生
及事業。

蔡依林蔡依林（（JolinJolin））日前飛往溫日前飛往溫
哥華參加哥華參加 「「第三屆全球流行音樂第三屆全球流行音樂
金榜北美慶功演唱會金榜北美慶功演唱會」」 ，，JolinJolin更更

奪下奪下 「「年度最佳女歌手年度最佳女歌手」」 、、 「「年度最佳中年度最佳中
文專輯文專輯──MUSEMUSE」」 和和 「「年度年度2020大金曲大金曲
──大藝術家大藝術家」」 三項大獎三項大獎，，首次到訪加拿首次到訪加拿
大的大的JolinJolin在現場更帶來一連串的舞曲表演在現場更帶來一連串的舞曲表演
，，一連演唱了一連演唱了《《大藝術家大藝術家》、《》、《Dr.Dr. JJolinolin》》
、《、《看我看我7272變變》》和和《《日不落日不落》》組曲組曲，，以及以及
《《倒帶倒帶》》和和《《舞孃舞孃》》等歌曲等歌曲，，相當精彩相當精彩。。

JolinJolin是次到訪加拿大是次到訪加拿大，，其所到之處都其所到之處都
引來歌迷爭相拍照引來歌迷爭相拍照，，更要出動保安人員維更要出動保安人員維
持秩序持秩序，，當晚當晚JolinJolin甫下機甫下機，，尖叫聲已此起尖叫聲已此起
彼落彼落，，其中一位工作人員更被迫至意外跌其中一位工作人員更被迫至意外跌
倒倒。。下機後下機後，，JolinJolin即把握機會到訪飯店即把握機會到訪飯店，，
感受當地的文化感受當地的文化，，翌日亦繼續品嘗各款美翌日亦繼續品嘗各款美
食食。。JolinJolin這次更遇上好友潘瑋柏也同樣因這次更遇上好友潘瑋柏也同樣因
活動來到溫哥華活動來到溫哥華，，二人便相約一起吃飯二人便相約一起吃飯，，
大談韓國料理大談韓國料理，，向來不吃過辣食物的向來不吃過辣食物的JolinJolin
見潘瑋柏的中辣豆腐鍋見潘瑋柏的中辣豆腐鍋，，也笑言也笑言：： 「「你也你也
吃太辣了吃太辣了，，我沒吃辣現在都已經一身汗了我沒吃辣現在都已經一身汗了
！！」」

走訪各地甜點店走訪各地甜點店
潘瑋柏表示記得第一次與潘瑋柏表示記得第一次與JolinJolin吃飯時吃飯時

，，看見她食用食物前都要先用衛生紙吸油看見她食用食物前都要先用衛生紙吸油
和過水相當難忘和過水相當難忘，，他笑指那時真的嚇到了他笑指那時真的嚇到了

，，看到也沒胃口看到也沒胃口，，她即笑說她即笑說：： 「「那時我比較激烈一那時我比較激烈一
點點。。」」 JolinJolin此後也不忘飽覽當地街道景色及女人最此後也不忘飽覽當地街道景色及女人最
愛的逛街行程愛的逛街行程，，把握時間血拚把握時間血拚，，其中她經過一家甜其中她經過一家甜
點店點店，，有各式各樣的造型有各式各樣的造型，，她即被吸引走進店內她即被吸引走進店內。。
其實其實JolinJolin去那個國家都不忘觀摩一下精美的蛋糕或去那個國家都不忘觀摩一下精美的蛋糕或
甜點店甜點店，，這次進去溫哥華這家甜點店還意外發現長這次進去溫哥華這家甜點店還意外發現長
得得很像很像CandCandy Cruy Crushsh的朱古力球的朱古力球，，她也拍照留念她也拍照留念，，
笑說笑說：： 「「我也對這遊戲着迷我也對這遊戲着迷，，這兩三天被同一關困這兩三天被同一關困
住住，，最後要工作人員幫手過關最後要工作人員幫手過關。。」」

蔡少芬攜張晉旅行賀牛一
▶蔡少芬（右
）到馬爾代夫
旅行與丈夫張
晉慶生

◀阿佘（左二）聯同好
姊妹文頌嫻（左一）、
周家蔚（中）、梁靖琪
（右二）和姚樂怡到台
灣慶生

◀梁漢文
（左起）
、康仔和
安仔齊出
席簽唱會

▲嘉玲（左二）攜着丈夫偉仔（右二）和陳坤（左一）走紅地氈
，旁為施南生

▲華仔昨日
到達康城，
準備出席《
盲俠》首映

◀ Sammi以一
身白色打扮在康

城接受傳媒訪問

◀◀JolinJolin到達加拿大到達加拿大
觀摩甜品店觀摩甜品店

▲家強（左）攜同妻兒一起拍照送給天上的家駒

▲▲家強以家強以 「「過得好好過得好好」」 來悼念哥哥家駒來悼念哥哥家駒

▲▲王菲傳給家強的自拍照王菲傳給家強的自拍照，，
悼念家駒悼念家駒

▲▲發哥發哥 「「過得好好過得好好」」 的生活的生活
照照

▲▲陳奕迅陳奕迅 「「過得好好過得好好」」 的生的生
活照活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