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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霆指

女友信任他

沒涉及富商

裸照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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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慶全) 薛
凱琪（見圖）昨
日到商台宣傳她
的 新 唱 片

《Filicious》，其7
月7至8日的紅館
演唱會亦以此命
名。而早前她已
拍了新歌《倒刺》
的MV，她更首
次擔任導演和剪
片工作，並邀得杜汶澤義助監製。薛凱琪指MV在阿
澤生病前已拍好，當時她要親自剪片遭阿澤反對，
最後她仍堅持己見，但阿澤現抱病在身，知他眼睛
仍有雙重疊影一樣好關心要睇片，也讚賞他是位大
好人。

為演唱會演出，薛凱琪近期積極運動及練跳舞，但
卻因此谷病了，她經常見暈又嘔吐，瘦了5、6磅，
記者笑她是否有喜，她笑說：「我係魚可以自我繁
殖！其實是疲勞過度！」她又指正跟一位印度醫師
進行自然療法，因她之前有女性病，都靠此方法治
療中。不過她坦言這次首個紅館個唱給她很大壓
力，試過發夢在開演唱會，且已經開了兩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周柏豪與連詩雅
（Shiga）（見圖）昨日為網站拍攝愛情微電影《物語
女子》，二人更不乏親吻戲，戲中柏豪還跟楊愛瑾及
董敏莉有親熱戲，可謂豔福不淺。

昨日二人拍攝首場親吻鏡頭，柏豪透露劇中角色講
他每次寂寞，便會找上可有可無的「泡泡紙女孩」
Shiga發生親密關係，用完即棄，故此二人有很多親
熱戲份。柏豪笑言：「拍之前導演有問過我尺度問
題，我冇尺度 ，但係電影有，裡面會有肉緊地濕
吻。今朝試過位但感覺唔太好，可能因為太早啦，
要黃昏或者夜晚身體先有mood(情緒)。」

晚上才有mood的柏豪又透露，與Shiga晚上會拍攝
擁抱、脫衣等更激的埸面。他笑言這次是處男下海
拍攝有親熱鏡頭的電影，但Shiga就笑他人生經驗比
較豐富。對此他不否認。問到二人有否咀出愛火？
柏豪坦言怕親吻後滿足了便失去新鮮感，又指親
Shiga嘴唇感覺很潤，因為對方塗了潤唇膏。另外兩
位女角楊愛瑾及董敏莉與柏豪也有親熱戲，但最激
烈還是與Shiga，被指第一次獻給了Shiga，她即不敢
當：「佢人生中最激一次畀 我，我怕畀 網民鬧
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文釗、梁靜儀) 楊思琦、蔡楓華
（Ken）及G.E.M.（鄧紫棋）等，昨晚出席無 《飲食天王
頒獎禮》記者會，當晚擔任司儀的思琦，透露公司稍後安
排她出埠做Game Show，相信屆時一定很掛念囡囡，要靠
與媽咪視像通話見囡囡。思琦表示女兒改吃奶粉，沒有再
吃人奶，所以她不擔心女兒「冇 食」。成為單親媽咪的
思琦，坦言現時最想多賺錢養女。被封為「大話思琦」的
她又說：「暫時的工作也以無 為主，最好賺的廣告卻欠
奉，不過無 Show都滿意。」問到可有泳衣騷接洽她？
思琦卻反問：「咁快夏天咩？不過自己未修身成功，冇信
心 泳衣見人。」她又稱暫未有廣告商斟洽她要女兒母女
檔工作，女兒還細，不想她出鏡，但不排除將來母女檔拍
廣告留個紀念。

早前達成心願在紅館開個唱的Ken，食過番尋味，透露
張耀榮已替他入紙申請紅館檔期舉行演唱會part 2。阿Ken
說：「希望年尾可舉行，如果沒期就希望明年4、5月舉
行，希望康文署能夠批出檔期，否則會有欠公平，如果真
的申請不到紅館，我都希望可以舉行小型的演唱會。」說

到有報道指他上次紅館個唱
沒有爆滿？對此他認為謠言
止於智者，否則張生也不會
再入紙。對於有指他的生活
有問題，因而要搬回與母親
同住？他澄清自己只是回去
搬走東西而已。他又稱現時
的居所雖然舒服，但也想再
住好些，畢竟他是公眾人
物，希望有多些私隱，不過
公共交通工具就會繼續乘
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將於8月1日舉行演唱會
的台灣歌手丁噹（見圖）昨日穿大露背裝亮相記者會。
她笑言已做足安全措施不會走光，如果將衣服前後調轉
穿就大件事。

丁噹透露演唱會她將會更性感，並將個唱分成狂野熱
情、華麗、帥氣和個性4個部分。由於她首次在港演出
會苦練廣東歌，亦想效法麥當娜在台上表演床上舞。提
到她在台北的演唱會時邀請杜德偉做嘉賓，更脫掉對方
褲子。笑問她想為哪位香港脫褲？她笑道：「褲子不能
隨便幫人脫，那次是杜德偉要求才搞氣氛，今次在港演
出會再邀請對方，還希望能邀請到陳奕迅和林憶蓮，因
為他們都是我很欣賞的歌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 世界眼科組織前晚於
中環置地廣場中庭，舉辦林文傑教授近作展及「和
諧之視野」揭幕活動，出席嘉賓有陳志雲、呂良偉
與太太楊小娟及兒子呂善揚、泰迪羅賓等。

近日娛樂圈發生多單風化案，無獨有偶案中的男
女主角都涉及無 男女藝員，作為前無 總經理的
陳志雲，直言類似事件以往都有發生過，只是涉及
藝人才被廣泛報道。問到過往可有人向他求救？陳
志雲坦言：「記憶中有，公司知道後通常會小心求
證。(涉及醉酒非禮嗎？)沒有，本身未接觸過，但以
往藝員部好似都曾處理過這些問題。」志雲又稱若

藝員朋友感到憂慮及疑惑，應主動向公司求助，他
們一定會作出相對協助。

問到他又可試過成為目標人物嗎？他笑道：「未
試過被『賞識』，反而曾有商人想邀請女藝員出席飯
局，我就會代為拒絕。」

阿呂被愛子 到笑不停
近年主力在內地工作的呂良偉，前晚一家三口出席

活動，他表示今年留港時間也不超過兩個月。而每
年暑期他都會休息陪家人，他也有問兒子今年暑假
想去哪裡，兒子就稱由爸爸決定，只要陪在父親身
邊一定沒問題，聽到兒子這樣說，阿呂即笑不攏
嘴。阿呂表示想去新疆、青海等地，當地佛寺有大
匯演，希望帶兒子去參觀。下月是父親節，問到善
揚會送甚麼給爸爸？他卻不懂回答，媽咪小娟笑言
送飛吻便可以了。阿呂表示父親節要到外地工作，
無時間慶祝了。小娟指兒子每天都跟爸爸發微信，
又愛看爸爸的動作片。阿呂表示最近多了接拍動作
片，真是要打到飛起。

至於劉德華已為人父，阿呂表示太太也有送花過
去，但暫時未見過其女兒，並恭喜華仔：「劉德華
你心想事成！」小娟就指華仔應該十分緊張，因當
年阿呂做爸爸都停工半年。阿呂又稱會與太太努力
追多個女兒。　

薛凱琪

楊思琦或母女檔拍廣告

陳志雲曾為女藝員推掉飯局 向印度醫師求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文釗) 無

電視廣播業務總經理鄭善強（見圖）

昨日出席《傑出員工嘉許計劃》。提

到日前有傳myTV將會收費，鄭善強

否認此說，反而會於明年初推出新服

務，讓觀眾透過付費點播形式，欣賞

喜歡的電視節目。鄭善強表示新服務

不會影響無 的免費及收費頻道，因

為現在科技成熟，智能手機與平板電

腦開始普及，要有不同的方法迎合觀

眾。問到是否因電視廣告收益飽和，

要開拓新服務？鄭生說：「現在我們

仍未確定收費模式，但一定不會破壞

我們主力做的免費頻道。」

此外，有指無 效法亞視就發放免

費電視牌照提出司法覆核，鄭善強稱

無 沒有具體的法律行動，只是向政

府反映意見，希望政府能審慎、認真

考慮發牌事宜。

穿上白色魚網裝的祖兒，前面低胸，側邊及背
部則透視，十分養眼。她解釋如此性感全因

天熱。問她對自己身材可有信心？她笑說：「無
所謂啦，而家唔 幾時 ，女人燦爛個幾年，有
幾多露幾多。」 祖兒又透露近日經常肚痾，以致
落晒形。她解釋因近日正在錄全新國語碟，但感
到頗大壓力。她又透露早前在重慶做騷，因患了
感冒演唱途中突然失聲，由於內地不准「假唱」，
所以唯有用最大力去完成，唱完後不停飲水，她
苦笑道：「都唔係第一次，我失聲出 名，要去
搵時間睇 醫生，希望趁未dry到龜裂前滋潤返，
(有何良方？)個樣都無乜事，你 唔使擔心我，我
依然係靚女。」

陳偉霆稱未試過被同性追求
陳偉霆早前捲入同志富商裸照風波後，每次出

來都被追問有關事件，未知是否因此而顯得略有
疲態。對於近日案件又有新進展，不過William
表示只留意牽涉自己的報道。說到曾聲稱沒有拍
過裸照的羅仲謙，被踢爆講大話，不單被發現與
該富商有合照，更被爆曾到過富商屋企及有協助
警方調查，至於William則繼續強調不認識案中
富商，但就忘記可有跟對方合照，他說：「合照
係好普通，公司有問過我，我都話唔識對方，我
亦無協助過警方調查。」問到他可覺得羅仲謙很
火羅？他避談說：「唔方便答，案件已交畀警方處

理，自己立場不便去講。」
問到朋友們可有致電向他八卦事件？他

說：「無喎，(女朋友都無？)無，識
我的人都唔會信。」再問他可
覺得這行很危險？很多陷阱？
William認為只要不踩入去便是，
而且亦無人邀他拍過裸照，就算有
他都很斯文地拒絕。問到可有男生
追求他？他說：「都無，(抗拒？)呢
個社會咁開放，自己立場清晰就得。」

欣宜學習提升自信
另外，欣宜被問到其緋聞男友，韓模Jin

日前出席泳衣騷時，因看其他女模特兒而
「動L」，她即大笑說：「咁搞笑？無反應

就驚，代表他身體健康。」問到阿Jin見
到她又可有反應？她說：「我唔知
喎，(有信心令對方有反應？)每個女
仔應該對自己有信心，我學緊提升
自信。」欣宜又透露近日要積極減
肥，被問到是否因為拍拖而心廣
體胖？她即否認道：「唔係，之
前失緊戀，我仲瘦緊。」她表

示日後除了要演出歌舞劇，
還要去登台，問到如何維繫
感情？她繼續否認蜜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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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 昨日容祖兒出席獲頒獎禮活動，並獲大會

頒發「OL最愛廣告主角」，大會更邀請了陳偉霆(William) 、鄭欣宜、泳

兒，吳千語、周國賢及羅力威擔任頒獎嘉賓。祖兒出席活動時自嘲近日

不停肚瀉dry到龜裂，而捲入富商裸照風波的陳偉霆，對於羅仲謙被踢爆

講大話，他則不敢評論對方是否很火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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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拍親熱戲

丁噹港騷擬表演床上舞

周柏豪未入狀態

■ 呂 良 偉

一 家 三 口

出 席 活

動。

■楊思琦自言暫未有信心以泳衣Look見人。

■祖兒昨日以

性 感 打 扮 亮

相，她解釋因

天氣熱。

■戴上黑超的Ken與

G.E.M.合照。

■祖兒背

部以透視

示人。

■欣宜否認與

韓模Jin拍拖。

■一眾嘉賓配合活動，衣

作精心配搭。

■林文傑教授

辦展覽，陳志

雲撐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