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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ababy主演的新戲《一場
風花雪月的事》將於8月13日七夕在
內地上映，昨日她與導演高群書等
在上海出席記者會，片中Baby飾
演一位女警，她因被角色的淒美
愛情所打動而接演，今次更是她
第一次拍槍戰戲及第一次開槍，
由於開槍時有反助力，她表示真的
被嚇到。

Baby在戲中演女警呂月月，並
與黃曉明和韓星在熙陷入一段三角
戀中。而內地於1996年曾有《一場
風花雪月的事》電視劇版播出，導
演趙寶剛和主演徐靜蕾一炮而紅。
時隔17年後這部小說再被改編為電
影，問Baby可擔心與電視劇版作比
較，她表示不擔心， 「看電影的時
候你會看到我的一個慢慢成長的過
程，就跟呂月月一樣，剛開始非常
青澀，到最後就是感覺上對人生越

來越多的經歷，越來越多的深沉。
」她稱今次是被角色的淒美愛情所
打動， 「看到這個角色的時候，我
非常非常的喜歡，它講了一個女人
非常淒美的故事，所以想挑戰一下
自己。」

刮傷了手
Baby在片中有槍戰場面，對她

是個新鮮的嘗試。她直言第一次開
槍讓她印象很深刻，被嚇到不說，
還因此受傷，她說： 「今次是我第
一次開槍，也是角色第一次開槍，
還誤傷了別人，那個感覺就特別的
被嚇到了，而且槍的反助力還刮傷
了我的手。」除第一次挑戰槍戰戲
外，Baby還有第一次的激烈追車戲
碼，對她來說這都是挑戰，有很多
的不確定性，現在回憶起來印象都
十分深刻。

陳百祥（阿叻）
、賈思樂、露雲娜、敖嘉
年等昨日為 「萬眾同心公益金
」節目拜神，期間只見金牌大風旗
下歌手參與拜神儀式，而原定有份
演出的太陽文化娛樂歌手薛凱琪（
Fiona）、J.Arie及陳慧敏則沒有蹤
影，對於有傳公司不滿J.Arie及陳
慧敏兩位新人被踢出表演環節，
Fiona決定辭演示威，節目監製何
小慧表示： 「J.Arie本身已經參與
我們有個 『名廚薈萃為公益』的慈
善晚宴，我們今晚都會播，只是一
向我們邀請歌手或者嘉賓都有個機
制 『過堂』，上頭話今次未必用到
這兩位新人，但我們沒有追問原因
，直至昨日收到電話通知，連
Fiona都不來，我們亦無辦法勉強
。」她透露原本Fiona跟J.Arie合唱
一曲，然後再獨唱一首，現在沒有
人頂上，只要求之前演出的美國泡
泡大師延長表演，而且她們原本的
表演並不涉及總理贊助的項目。問

到會否將Fiona 「甩底」列入黑名單？她說：
「相信不會有黑名單這種事，大家都是相對的

，或者之後跟Paco（太陽文化老闆黃柏高）再
談談。」

阿叻巴西探路
阿叻將會擔任大會司儀，他笑言有朋友願

意贊助叫他不要唱歌，提到無線獲得世界杯的
獨家播放權，阿叻透露將會參與其中，下周將
出發到巴西，率先了解當地的情況，他說： 「
無線今次投放好多資源，想邀請我這個有少少
經驗的人幫忙，我上次去完巴西拍特輯，比較
熟悉當地環境，（其他主持人？）未知，好多
事都未開始計劃，要下星期開會才決定，播22
場又好、64場又好，足球會令社會氣氛變好，
未必人人都追看，所以適當場數已經足夠。」
他坦言上次到訪巴西治安非常好，不會刻意加
重保險。

美國著名藝術家KAWS前晚在陳冠希（
Edison）位於銅鑼灣的時裝店舉行簽書會，
Edison除了現身撐場，他們雙方更合作製作
了4款限定Tee在Edison的時裝店發售。Edison
表示很喜歡KAWS的藝術展，問他可想跟對
方來個crossover？他坦言曾問過對方，可惜
對方回應說沒興趣，一口拒絕了他。不過
Edison將於年尾推出國語碟，屆時可能會與
KAWS及另一個藝術家合作，但尚未落實。

台灣錄碟
Edison自爆近期經常飛台灣，因他在當

地的時裝店要重新裝修，並將於今日下午5時
舉行裝修重開儀式，問到屆時女友Angela會
否出席？他即甜笑道： 「佢要返學，如果係
準時舉行，佢就可以出席。」Angela原是
Edison台灣時裝店的店員，Edison對她一見傾
心，二人很快便成為情侶。問到女友會否在
店裡幫手？他表示不會，她以前也只是做
part time而已，記者笑他這樣就 「搞掂」了

她？他即笑着更正： 「我畀佢搞掂咗！」而
兩星期後，Edison便要開始為國語新碟錄音
，且大部分會在台灣那邊錄，那豈不是有多
些時間陪女友？他繼續開心道： 「非常好！
」他又謂今次會盡量用國語去填詞。

另外，談及其舊愛鍾欣桐（阿嬌）與韓
國男友分手，Edison淡淡道： 「我唔睇呢啲
新聞，所以唔知道，次次都係你哋講我知
，thank you！（會否慰問她？）冇咁嘅機
會。」

何韻詩主演兼監製的舞台劇《賈寶玉》前晚（24
日）在重慶公演第100場，阿詩感謝台前幕後的努力
，最感激恩師梅艷芳，她說： 「當年若不是在她身上
學到了勇敢和赤誠，就不會有今天的我。獻給我的師
父，梅艷芳！」掛念師父的阿詩坦言曾幻想梅姐在台
下欣賞，希望她感到安慰。

《賈寶玉》前晚於重慶舉行第100場演出，謝幕
時還上演 「特別版」，由十二金釵拉着 「熱烈慶祝《
賈寶玉》100場圓滿成功」巨型紅色橫額出場，她們
更逐一鞠躬接受觀眾掌聲，她們返回後台後，阿詩唱
着《痴情司》再度出場，全場歡呼。十二金釵再以劇
中經典造型，帶着幕後團隊代表出場，穿梭阿詩這賈
寶玉身邊，期間阿詩的父母和哥哥出場，觀眾一陣騷
動，觀眾們並以半鹹淡廣東話伴大合唱，令阿詩感動
不已。謝幕致辭時，阿詩非常感謝導演林奕華，她說
： 「若不是4年前，你告訴我，我心中有着一塊玉，
今天不會有這一位賈寶玉。」雖然此劇已演了100場
，但不會是最後一場演出。

學到勇敢和赤誠
其實在開騷前的下午，阿詩已在微博透露對恩師

掛念之情： 「常常會想像，若她還在，但願在台下看
着的她會感到安慰；人生沒幾個100場，感恩，你的
勇氣和赤誠與我同在。」完騷後，阿詩亦即時在微博
宣布好消息和感想： 「這個旅程實在太神奇，謝謝每
一位兄弟姐妹金釵主創，謝謝每一位進場讓我們實現
百場夢的觀眾，謝謝林奕華讓我看到藏在我心中的那

塊玉。《賈寶玉》第100場，完成。」而全程隨她四
出表演助手，更收集100場紅色膠帶小道具，砌成阿
詩的 「光明會」會徽，阿詩非常欣賞，還嘟嘴齊做
100手勢合照。不過演出場館卻慳冷氣為阿詩贈 「興
」，激到她凌晨狂呻： 「劇場明明有冷氣都不肯開，
到開場後才不情願的開一點點，我今天晚上流的汗是
100場內之冠，整個像掉進水裡一樣，足以淹死台下
第一排的 『菇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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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女神」陳妍希
最近推出新專輯，昨日在
港 為 新 專 輯 舉 行 《Me,
Myself, and I粉絲答謝簽唱
會》，吸引200粉絲到場。

她除即場獻唱外，又與歌迷
玩遊戲一起跳潮興的Kiyomi

舞，她更擺出多款得意可愛甫
士。

苦練廣東話
將於月底生日的陳妍希，昨日更獲歌

迷提早送蛋糕慶生，有歌迷更帶同初生BB
到場見 「女神」，她即被BB吸引而主動獻
吻。至於生日願望，她希望大家能喜歡她
的新專輯。入行10年的她坦言入行時最大
的心願是推出專輯，結果苦等10年終於如
願，所以她藉生日寄語大家只要不放棄，

夢想一定會成功。
其後接受訪問時，陳妍希主動要求用廣東

話對答，即被取笑她是否因與古天樂傳緋
聞所以要練好廣東話，她笑言只想學多
一種語言。而今年生日時，她坦言會
在港。問及她屆時會否約會古天樂
？她即害羞表示只與工作人員吃
飯。而今晚將舉行音樂會的她，
問她有否請古仔看騷及有否送
專輯給他？她就推說歡迎所
有歌迷、傳媒入場。日前楊
丞琳鼓勵男士們大膽追求陳
妍希，問她有何擇偶條件？她
坦言要善良、正直和人品好，記
者說古仔正好符合條件，又提議她可教
古仔講普通話，對方也可教她廣東話互補不足
，她即求饒道： 「我唱歌給大家聽，唔好玩我
啦！」

陳妍希慶生陳妍希慶生

阿詩百場《賈寶玉》獻梅姐

Edison不知阿嬌失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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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中基與毛舜筠昨早於赤柱出席
「賽馬會高錕腦伴同行流動車服務」
活動，推廣全新流動車為市民提高對
腦退化症的警覺與服務，光纖之父高
錕及太太也有到場。鄭中基透露，嫲
嫲和大伯亦有腦退化症，大伯更嚴重
到每天起床都認不到人，他說： 「我
都幾擔心會遺傳，最驚認不到人，所
以要持續做身體檢查，早點預防，幸
好上次我檢查結果只是膽固醇過低。
」 毛姐閒言後，即推介中基每天吃數
湯匙椰子油，因可預防腦退化，她謂
： 「我都有食，不過記性真的不及以
往，有時說話也會突然忘記，記對白
就暫時無問題。」

另外，提到華懋戲院突然結業，
中基直言較少去這戲院，所以沒有太
大感覺。但以往多在華懋看觀眾反應
的毛姐，卻憂慮香港日後會否再沒有
這類型戲院，認為政府應資助影商和
電影，不論新舊戲院都沒所謂，她稱
： 「現在常常說票房低，沒有戲院播
當然低，其實一直都不夠戲院，即使
場場爆都沒用。」

Angelababy首拍槍戲受傷

唔預古天樂唔預古天樂
▶古天樂曾言沒時
間拍拖

▲男粉絲表演跳舞，陳妍希開心不已

▲薛凱琪無緣演出公益
金 資料圖片

▶何小慧（左）與阿叻
昨出席公益金拜神儀式

▶阿詩演出百場舞台劇
，最感謝是恩師（小圖
）梅艷芳

▲阿詩（右二）獲父母和兄長捧場

▲鄭中基（左）和毛舜筠大談養生之道

◀陳冠希
和台灣女
友感情要
好

▲▲高群書高群書（（左起左起）、）、AngelababyAngelababy及在及在熙熙昨昨
為新片造勢為新片造勢

▶陳妍希聞古天樂
便會甜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