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詠儀前晚佩戴
了價值一千萬的珍珠
頸鏈亮相，記者指她戴
了一間豪宅出街，靚靚打趣說：「現在一千萬只能夠買間
房，不過戴貴重珠寶確實有壓力，畢竟我未擁有過。」記者
笑她應叫老公張智霖買給她，靚靚笑說：「不應該叫到出
口，他應該自動自覺，不過今日他去買母親節禮物，不知會
否有我的份兒，或者代個仔買給我，但其實魔童都經常畫卡
送給我。」

讓兒子到京滬學好母語
靚靚原來對珍珠情有獨鍾，她收藏了不少珍珠飾物，老公

第一份送給她的禮
物亦是珍珠，她笑
謂自己屬豬，每逢
有「豬」字音的東
西她都儲起來，就
連陶瓷豬也不放
過。
袁詠儀又笑說：

「我本想好將自己的
首飾留給女兒，但
現在怎樣也生不出
女兒，只好將來留
給新抱了。」 靚靚
又指自己因病關
係，暫時不宜「造

人」，她打算積極投入工作返內地
拍戲，也希望趁暑假時偕兒子到北
京或上海住，幫他報讀普通話班將母

語學好。老公一個人在港會否捨不得她
遠行？靚靚帶笑說：「他一聽到不知幾

爽，就算他不捨得也只是為個仔。」

女兒心意令安安好窩心
余安安於母親節會跟母親吃午飯，大女兒則會晚上與她撐
腳，而日前她跟女兒去逛首飾店，店員介紹一隻為日本賑

災籌款的手鐲時，女兒即臉紅起來，因為她原來買了作為母
親節禮物送給她，結果提早踢爆
女兒的心意，不過她卻好窩心，
至於在外國讀書的小女兒也準備
好了禮物，下月回港才補送給
她。
汪詩詩父母曾從事珠寶生意，

但小時候她覺得珍珠予人很成熟
的感覺，不過現在倒適合佩戴，
而老公甄子丹也經常送首飾給
她，最有意義的當然是結婚戒
指，詩詩其實甚少戴珠寶，因為
怕照顧兒女時不慎會弄傷他們。

詩詩要為圓圓設計首飾
汪圓圓表示男友送過頸鏈給她，但卻未收過戒指，詩詩笑

指將來妹妹結婚時想為她設計首飾配襯，但圓圓有點不領情
地笑說：「不靚的話我不戴呢！」

薛芷倫男女交往 沒「第三者」觀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無 副行政主席梁乃鵬昨晚在電
視城宴請《魚躍在花見》一班台前幕後人員，高層樂易玲、梁家
樹也是座上客，出席的主要演員有楊怡、張智霖、胡杏兒等。對
於無 臨時演員(臨記)因最低工資問題與無 談判破裂而發起罷
工，梁乃鵬表明公司會繼續依照程序招標。 而亞視指無 在「金
像獎」節目收視公佈「造假」，無 不容聲譽被毀，事件已交由
律師處理。
關於「臨記」風波，梁乃鵬表示：「管理層正在處理中，多謝

大家關心，公司會把運作制度化，由於以前聘用臨時演員並非以
招標方法，現時會拫據公共機構的守則招標，無 會依照程序處
理，提升透明度，最快下周便有結果。」梁氏承認事件對劇集拍
攝有影響，幸而不算嚴重。
說到亞視指無 在「金像獎」頒獎禮公佈的收視「造假」，梁

氏一臉嚴肅說：「無 在1967年開始至今有43年，一向有社會責
任和使命感，無 多年的努力在國際上有一定聲譽，現在有人說
我們『造假』，這是很嚴重的指控，對無 聲譽和誠信是好大傷
害，所以公司會嚴謹處理，也會督促律師認真處理此事。」

收視「造假」屬嚴重指控

督促律師保聲譽

黎耀祥自信是好爸爸
陳國邦願當「家庭主夫」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李 慶 全 ）

黎耀祥、陳國邦
與羅敏莊夫婦、
周永恆、麥長青
與鄭欣宜男友
Ryan昨日齊出席
一頒獎活動，祥
仔獲選為「我最
喜愛爸爸大獎」，
他表示是否好爸
爸應該由兒子來
評分，不過也相
信自己會在兒子
心目中是個好爸
爸，像他剛度過
生日，兒子特別
在放學後去買蛋
糕，他知道兒子
是首次用零用錢
去買蛋糕，所以
分外感動。
祥仔相信自己

在兒子眼裡，應
該有八十分，但
做完美父親並不
容易，畢竟與下
一代始終有代

溝，需要時間去磨合。談到周日的母親節，祥仔表示
母親已不在世多年，每年都是跟太太及外母吃飯慶
祝，不過為怕人多還是選擇在家中慶祝，往往家庭聚
會也會下廚煮十 一湯。
羅敏莊與陳國邦獲頒「娛樂圈模範夫婦」，他倆拍

拖十年，結婚也有兩年時間，最初他倆沒想過生孩
子，不過現在經濟好轉，已共識重新考慮生育問題，
陳國邦表示，雖然未知何時才生，但要是老婆賺錢
多，他是不介意留在家裡做「家庭主夫」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佩麗）周秀娜、
琦琦、薛芷倫、葉山豪、傅明憲等前晚出席
友人生日會，一身低胸短裙的薛芷倫盡騷美
好身材，完全把密實到場的周秀娜比下去。
病癒後的薛芷倫表示藥物令她嚴重水腫，因
此要努力做運動 弗。問她如何瘦身不瘦
胸？她即笑指這是天生的，而且自己也未到
被地心吸力影響的年紀。
講到她早前被拍到與名模姚予晴的男友曾

智超在中環「夜蒲」，薛芷倫表示與曾智超是
正常社交，她說：「男未婚女未嫁，這是正
常社交活動，如果男方已婚就需要避忌，我
和曾智超是好朋友關係。（不怕被指是第三
者？）如果他們的感情是堅固的，其他人是
破壞不了，沒有甚麼第不第三者，我相信緣
份，亦不會刻意破壞別人的家庭，我結過婚
又離過婚，會明白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許志
安和鄭秀文舊情復熾後，隨之而來便是
兩人結婚的消息，最近有雜誌影到安仔
和鄭秀文一家人吃飯，故此安仔被指給
鄭家確認女婿地位，一家人商談婚事，
同時又指安仔為怕情敵古天樂，便趕
買樓築愛巢和鄭秀文在年底「拉埋天
窗」。對於以上傳聞安仔一概否認，又
笑言怕 過怕古仔，強調不會效法陳
慧琳在個唱舞台上宣佈婚訊。
許志安昨日接受黃柏高主持的《Paco

的風花歲月》訪問，他一臉春風到場，
問到黃柏高會否問及感情事，安仔笑言
對方幾杯落肚便會問，他準備送筆給黃
柏高做禮物，豈料卻被取笑應該留給自
己簽婚紙，黃柏高還開玩笑說想飲喜

酒，安仔緊張地謂：「樣樣都可以，這些事不能催，我從來無諗過結
婚。」
許志安承認拍拖後首次跟鄭秀文家人吃飯卻被傳媒發現，其實他們

吃飯很正常，大家早已認識，只是敘舊。有報道指安仔怕了情敵古天
樂，安仔充滿自信地笑說：「不是吧， 我就驚，人就不會。」提
到安仔豪擲二千萬買樓結婚，安仔強調買樓是保值，主要是自住不是
同居，他認為有錢不買樓就會貶值。

遍走窮鄉僻壤 陳玉蓮熱心善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陳玉蓮昨日出席

「淨水送山區 四川關懷行動2011」發布會，席間
分享她於內地山區探訪的經驗，而生產力促進局
將捐出淨水機並送到貴州偏遠地區，讓當地居民
享用到潔淨的食水。
蓮妹近年致力慈善工作，經常到內地擔當義

工，去年三月起她跟隨友人駕車走遍內地落後山
區作探訪，到今年1月才返港，因答應劉德華當
演唱會嘉賓。蓮妹在接近一年時間走訪內地多處
窮鄉僻壤，她最深刻的是往四川沙腔，坐車抵步
後尚要爬山三小時，才真正到達一個少數民族聚
居的地方，但所見當地人的生活環境很差，小朋
友頭上生滿頭蚤，不過當地一所小學的校長很熱
情招待，用僅餘的洗潔精加黃泥水清洗兩隻雞再
烹煮款待他們，然而蓮妹茹素，未能接受其盛
意，不過看到當地人的生活環境，蓮妹了解到其
實單是捐錢並非最有效的協助，反而是要教育當
地人如何改善生活才是上策。對於生產力促進局將捐出淨水機運到貴州幫助山區貧民
改善生活，蓮妹也希望能前往探訪。

許志安從沒想過結婚

胡楓琴姐羅蘭關懷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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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樓保值 非築愛巢

《歡樂今宵》人員敘舊

屬豬之人 愛及珍珠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慶全）

袁 詠 儀 、 余 安

安、汪詩詩、汪

圓圓及傅明憲等

前 晚 出 席

M I K I M O T O

「Hope for Japan」

慈善義賣酒會，

活動中並進行八

十萬元支票移交

儀式，由香港紅

十 字 會 代 表 接

受，用於幫助日

本地震災民，各

嘉賓更送上紙鶴

祝福。

■陳玉蓮近年熱心慈善工作，昨
日為「四川關懷行動」亮相了。

■袁詠儀戴了一所
豪宅上街，頸上這
串價值千萬的珍珠
頸鏈，令她確實感
到「壓力」。

■余安安（左二）、汪
詩 詩 （ 中 ）、 汪 圓 圓

（左）、傅明憲（右）等
前晚出席慈善義賣酒
會。

■袁詠儀把籌得
的 八 十 萬 元 支
票，移交香港紅
十字會幫助日本
賑災。

■陳國邦與羅敏莊獲頒「娛
樂圈模範夫婦」。

■黎耀祥自信是個好爸爸，
老婆肯定也同意。

■《歡樂今宵》台前幕後人員，前晚晚宴敘舊，歡聚一堂，非常
難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歡樂今宵》一班台前幕後人員前晚筵
開八席作敘舊晚宴，昔日合作演員都踴躍出席，包括有胡楓、李香
琴、譚炳文、羅蘭、盧海鵬、賈思樂、溫柳媚、劉緯民、金興賢等，
還有當年的無 高層陳慶祥、吳雨等。
胡楓見到一班老朋友十分開心，每次聚會都會出席，說到有傳李琳

琳患大腸癌，修哥緊張地說：「唔係 ，我跟他們夫婦很熟，會打電
話去了解一下，最近一次是在鄧光榮喪禮上見過對方，當時不覺有異
樣，聽到都很擔心，這些不能講笑。」琴姐表示跟李琳琳很久沒聯
絡，也沒對方電話，不過現時大腸癌好閒，好易醫。」問到琴姐會否
再拍劇？她笑說：「沒人搵，自己凌晨一點要收工，好難遷就時間，
如果拍到凌晨4、5點就唔好啦！我已經70到尾。」
羅蘭需以枴杖代步到場，她透露「膝頭唔好，要枴杖幫，行路會舒

服一些（會否減少工作？）也是間中拍劇、多數到內地拍，因他們一
個導演拍一齣戲，唔似得TVB五個導演一齊拍，感覺較舒服。如果像
《謎》類型的節目也可以考慮返無 拍，不用捱夜。」

■無 副行政主席梁乃鵬（前排中），昨晚宴請《魚躍在花見》台前
幕後人員。

■許志安近來的特點，總
是滿面春風。

■薛芷倫「愛拼才會贏」，昨日挺
起胸脯，跟周秀娜鬥一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