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Ana R.和莊思敏
昨日出席灣仔婚紗展擔
任特兒示範婚紗，Ana透
露日前綵排時在後台被
偷手機，結果要到警署
報案，到晚上十時才落
完口供。她自言是個小
心之人，這也是她首次
遺失電話，但最奇怪是
只有她一人被偷手機，
而手袋裡的另一部iPhone
4卻幸保不失。她苦笑
道：「真的不太明白這
人的動機，若是為錢應
該偷iPhone才對。」電話
直到晚上八時才被人關
機。為了安全起見，Ana已將電郵及網
誌等換過密碼。

經常行婚紗騷的莊思敏表示穿過過百
件婚紗，幸好未有厭倦感覺。問到可有
結婚的衝動？她笑說很多時出席友人的
婚宴，見到溫馨場面時自己也希望可以
結婚，但如果見到新人很有壓力，即時
就會打消念頭。男友吳浩康可有向她求

婚？莊思敏坦言沒有，不過大家也有提
過結婚，覺得會是幾年後的事，而雙方
家長都沒有催婚。她又指男友有傳宗接
代的壓力，雖然他們都喜歡小朋友，但
怕自己應付不來，也曾想過先生小朋友
再結婚，因她與妹妹都覺得母親太空
閒，可以生個小朋友讓她湊，可是每當
說到由誰先來就會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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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琳前晚是哄了兒子劉昇熟睡後才外出，不過
蝦餃仔因早幾日一直流鼻水，又爆發了手足口

病，現在她不讓兒子上學，暫時只好在家教導兒子。
而對於謝霆鋒跟張 芝傳出婚變消息，陳慧琳坦誠希
望兩人不會真的弄到離婚地步，最好能夠雨過天青，
畢竟夫妻之間總會有拗撬。

提到今次離婚估計是涉及金錢上的問題，陳慧琳認
為還未得到當事人澄清，大家不清楚來龍去脈，最好
不要多加意見，先讓霆鋒和 芝各自拍好手頭上的電
影再處理家事，何況給時間去冷靜未嘗不是好事。

吵架頂多冷戰一天
陳慧琳與老公又會否爭

吵、甚至可試過要講離婚
嗎？陳慧琳說：「好彩未試
過去到這一步，最多會不理

他一日，吵完架多數是老公
先哄我，他始終比我大方

一點。」至於有傳 芝
在婚前跟霆鋒簽下協議
書 ， 陳 慧 琳 帶 笑 答
謂：「我們沒這些
喎，不是這麼有『水』
(富有)嘛，不過我和老
公財政好獨立，但還
是他較慷慨，家用、

屋租都是他支付，我就賺
錢買花戴，工作賺回來
的就做私己錢。」不過
陳慧琳仍笑 埋怨老公
品味差，即使買禮物
送給她，都不合她心
意，試過一次送她一
個硬盒形的背囊，
說是Cindy Crawford
都曾用過，但最終
這禮物現已記不起

放在哪裡了。
夫妻財政獨立，兩人並沒共同置業，陳慧琳指

現在樓價太貴買不起，到幅度調整了才會考慮，
應該也會是聯名擁有，因最後其實也是留給愛兒
的。

任達華包 過端午
任達華笑言一直當「鋒芝」是他的偶像及好

友，故也想他倆和好如初，但問題始終只有
他倆才能解決，不方便多問；琦琦也表示有
默默祝福「鋒芝」，希望他倆依然是圈中的金
童玉女。會否過兩招「夫妻之道」給他倆？
琦琦相信「鋒芝」智慧比自己更高。

任達華近日興起雅興，親自包 過端午
節，太太和愛女吃過都大為讚賞；華哥還向
劇組請了假準備過父親節，今年他特別開
心，因提早收到了太太所送的約七位數字
名貴跑車。

梁洛施與蔣怡敘舊
蔣怡DeepＶ上陣，但見她清減了不

少，她指近來正喝瘦身茶，但並沒介紹給
女友梁洛施，因感覺她的身材已很不錯，
並不需要瘦身。日前與剛回港的梁洛施吃
飯，蔣怡指彼此同是詹瑞文學生，算是一班
舊同學敘舊，梁洛施跟大家分享三個可愛兒
子的照片。問到梁洛施是否戲癮發想復出？
蔣怡表示沒有，聚會上大家都是談談生活，
也提到其兒子好百厭，不過並沒提及她會否
回港生活。

問蔣怡會否介紹男士給回復單身的梁洛
施？蔣怡說：「我身邊有朋友真的有此需
要，也可能會為她物色一下吧。」梁洛施有
否談及感情枯燥？她有點錯愕說：「 ，不
會吧，看她好開心。」是否已將分手的傷痛
放下？她笑指即使有甚麼事，梁洛施應該不
會於眾人面前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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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李慶全）

陳 慧 琳 、 任 達

華、姚予晴、汪

詩詩、汪圓圓、

Lisa S.及蔣怡等

前晚出席秋冬時

裝騷，其中陳慧

琳的打扮特別高

貴，她透露休養

了好一段日子算

是逐步復工了，

即使到內地的工

作也會照做。

夫妻財政獨立 老公負責家用

陳
慧
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佩麗）賈曉晨、
高海寧、呂慧儀、周家蔚等前晚為節目《魔
法擂台》擔任評判，賈曉晨表示小時候都學
過魔術，但現在都忘記了。

賈曉晨最近和胡杏兒合作拍攝新劇《樂府
藏龍》，有報道指杏兒不滿她滿口鄉音，又因
是無 新主陳國強的愛將，令戲份加重而杯
葛她，令賈曉晨在網上大呼不開心。賈曉晨
前晚被問到此事時，她非常維護杏兒，解釋
不開心是因為之前母親和她從深圳來港，最
後母親卻不能入境，令她覺得對不起母親而
哭，她表示做歌手已與杏兒認識，雖不是很
熟的朋友，但仍大讚杏兒是一個有禮貌和爽
快的人，相信她不會在背後講人壞話。她
說：「我當時都有和周刊記者講不信，不知
道為甚麼報道出來後會變成這樣，其實我都
有問過杏兒件事，她都說沒有。（之後會不
會和杏兒解釋？）見到她會和她講，我都不
知發生甚麼事。（會不會因為妳公司和陳國
強關係友好？）不關事，希望大家畀條生路
我，好多謝無 畀機會我，我做得很開心，
會努力練好廣東話。」

高海寧想多接「泳衣騷」
高海寧透露稍

後會擔任動漫大
使，不過未試造
型，也不知道會
不會很性感，她
笑言難得瘦了，
不介意日後多做
性感的工作。問
她瘦了多少？她
笑說：「三月到
現在都瘦了十幾
磅，上圍細了，
但好多人都覺得
現在身材比例更好，我都覺得平均最重要。

（男朋友會不會介意妳行性感？）我沒有男朋
友，只要自己接受到就可以。」講到不少女星
都趁夏天出寫真，問她有沒有這個打算？她表
示沒有人提議過，加上現在都有很多女星出寫
真，所以寫真留給年輕妹妹出就好，她反而想
多行「泳衣騷」，希望多點客戶找她工作。

黃榕接「邀約短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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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有傳媒指，08
年陳冠希（Edison）
的 「 慾 照 風 波 」
中，其中一位相傳
是女主角之一的
34B性感女星黃榕
聲稱：「早前曾接
Edison的邀約短
訊，但為免現任男
友 呷 醋 拒 絕 赴

會。」不過陳冠希昨日立即否認，他透過公司以短訊回應：「我識
呢個女仔，因為佢係我家姐個朋友，我冇佢手提電話，亦無同佢聯
絡過，佢講 唔係事實。」

霆鋒高溫下拍戲現笑容
另外，身在大馬拍攝電影《逆戰》的謝霆鋒因為「婚變危機」繼

續被傳媒追訪，昨晨九時與周杰倫離開酒店，乘坐一個小時車程抵
達郊外拍攝，穿上黑色背心的霆鋒，露出右手手臂的紋身在高溫下
拍戲，一拍完就用紙巾抹汗，不用「埋位」時就躲在車上休息；昨
日見到霆鋒在與周杰倫拍爬上鐵架戲份前，凌空做Sit-Up熱身，然
後與穿上紅色Tee的周杰倫像馬騮般爬來爬去，兩人有講有笑相當
愉快，助手掟水樽給他們解渴，同場還有廖啟智、金燕玲及3位小
演員，電影公司為兩人各自派出四名保鏢護駕。

Ana R.失手機奇談

莊思敏有傳宗接代壓力
男友「 招」討歡心

官恩娜禮尚往來示愛
香港文匯報訊 微軟日前首次於本地推出香港中文版

《Office for Mac 2011》，更邀請了唱得一口好中文的大溪地
「靚聲女皇」官恩娜出席產品發佈會，官恩娜即場大爆男
友 招討歡心及維繫感情之道。

官恩娜主動談到不諳中文的法籍男友，知道微軟最新推
出的專為Mac機用的Office具備中文拼音功能，於是特別
下載試用版本，並下載女友多首中文金曲，將歌詞匯入至
Word軟件中，透過國語拼音顯示功能，不斷重複練習中
文拼音，希望在官恩娜生日當天獻唱，以討女友歡心。

知道男友努力學習中文，官恩娜當然亦識做，以Mac
PowerPoint的智能退地功能，特別製作一張以法國羅浮宮
為背景的心意卡，藉此表達對男友的愛意。

陳冠希回應：不是事實

角蛙與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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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梁靜儀）楊
思琦與鄧健泓昨
日到八鄉拍攝無

節目《寵愛有
家》，思琦不幸遭
大狗「胸襲」，又
被拍檔鄧健泓追
問婚事，令她尷
尬又好笑。

思琦昨日攜同
八歲的愛犬懵懵
豬一起拍攝，而
其餘五隻愛犬則

留在家中，問到愛犬將來是否陪嫁？她笑道：「將來都要帶埋佢
。」她謂節目除了介紹狗，還會拍攝其他寵物，如變色龍、龜及

甲蟲等，不過她最怕是角蛙，因她本身不愛吃田雞；至於鄧健泓表
示最怕蛇，以前拍戲就曾與蛇做對手戲。

鄧健泓本身也養兩隻貴婦狗，其中一隻是前度女友李詩韻的，雖
然兩人已分手，但他與詩韻互相照顧愛犬。鄧健泓跟每個女友拍拖
都會養狗，當年與原子鏸拍拖也有養狗，他指隻狗已跟了子鏸的家
姐去了三藩市，有時也會掛記牠。

問到與現任女友龔嘉欣可有共同養狗？鄧健泓笑道：「不會了，
有緣分就收養，怕要爭撫養權。（女友可有呷醋？）無呷醋，她深
明大義，呢個係事實，自己有個咁 （狗）女。」

楊思琦鄧健泓最怕

被挑撥與胡杏兒關係

賈曉晨：望畀條生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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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寵物，楊思琦（右）和鄧健泓（左）
既有寵愛的，也有害怕的。

■謝霆鋒在大馬拍攝《逆戰》，烈日下露
出紋身右臂，臉帶笑容。 電視畫面

■高海寧（右）和呂慧儀對
魔術很感興趣。

■ 蔣 怡 清 減
了，原來她正
在 喝 「 瘦 身
茶」。

彭子文 攝

■任達華和琦琦夫妻寓工作於拍
拖，還很懂得互相欣賞。 彭子文 攝

■汪詩詩和汪圓圓兩姐妹一起出席
秋冬時裝表演。

■陳慧琳嫁了老公，
家 庭 開 支 全 被 「 包
起」，自己純粹「賺錢
買花戴」。 彭子文 攝

■賈曉晨想不通：怎麼有記者寫的跟所訪
問的內容不一樣？

■莊思敏穿過逾百件婚
紗仍不厭倦，可謂敬業
樂業。

■Ana R.示範的紅色婚
紗，鮮豔亮麗。

■官恩娜自動爆出老外男友的「 招」，可見她很受
落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