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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居用自己辛苦錢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慶全)
香港本地時裝設計師Kev Yiu前晚
舉行首個個人品牌時裝騷，邀得好友

精彩人生才開始
胡杏兒樂做盛女

胡杏兒、薛凱琪、陳逸旋、高海寧及吳

雨霏等出席撐場。杏兒身穿一襲黑色露背透
視裝亮相，她指之前出戰威尼斯影展及獲視后

時所穿的戰衣皆是出自Kev的設計，對方還答
應一世贊助她的服裝。

提 設計服裝？杏兒指好友只設計女
到黃宗澤(Bosco)之前又有否找Kev

性服裝。又問對方是否比男友更清楚自
己的身材？杏兒只表示衫好重要，所
以要度身訂造，希望能繼續拿獎，繼
續有靚衫 。未來再選擇男友，會否
揀專業人士？杏兒笑說：「又不一定
選職業，也是看緣分！」是否一定
不能夠花心？她勉強一笑說：「都
是看緣分啦！」

搬屋不會刻意避黃宗澤
最近有指杏兒以1600萬購下長
沙灣區相連豪宅單位與姐姐共
住，她指，新居已在裝修當中，
但會否不捨得搬離Bosco？她表
示一切持平常心，總之不會刻意
趁對方離港時才搬屋，也不會
叫他幫手搬。有指其新居是緋
奧 運 聞男友、台視一哥黃少祺所

■胡杏兒搬
離Bosco家避
情傷。

坦言得
■薛凱琪
。
甚感光榮
選手支持

送？杏兒即否認並回應：「是我努力多
年的辛苦錢買的，這是我的dream
house，真係好開心，但要努力還錢！」
是否供得好辛苦？她笑說：「還可以，
自己供多一點，益家姐她供少少，因我
怕一個人住，想間屋有人氣，入行前一
個人住覺得好寂寞。」笑問會否買定姑
婆屋？杏兒笑說：「不知呀，看緣分
啦！好彩有8隻貓陪我。」會否睹物思
人？她指貓兒都是她養的，但有指與
Bosco復合？她笑說：「我答過了，不
會呀！」問她是否不憂嫁還是擔心會做
「剩女」？杏兒帶笑說：「我已經是
了，不過當然希望是豐盛的盛女，其實
現在30多歲才是精彩人生的開始。」她
又提到無 有意開拍《怒火街頭》電影
版，她都好希望能夠原班人馬演出。

薛凱琪與銅牌泳手交換禮物
薛凱琪也很支持Kev，覺得對方的設

星和無 電視大獎頒發

羅天宇不認與苟芸慧復合

TVB小生花旦盡出

朱慧敏未戀上Eddie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
朱慧敏、羅天宇、黎諾懿、劉
丹、郭少芸、蔣家旻、林漪娸及
馬蹄露等一班《愛．回家》演
員，昨日到新生精神康復會出席
「發放夏日正能量」活動，與該
會會友大玩遊戲，其中以朱慧
敏、林漪娸及馬蹄露跳舞跳得最
落力。
昨日有報道指前女友苟芸慧
(苟姑娘)秘住羅天宇的西貢屋，
又指他要媽咪幫手「箍煲」。羅
天宇否認二人復合，又澄清苟姑
娘沒有秘住他的西貢屋，他說：
「分開 ，媽咪一直都當對方如
女兒般照顧，苟姑娘仍叫媽咪做
契媽，有時也會見面，但我都不
在場，而苟姑娘不是住 西貢
度，而我亦不是同媽咪一齊
住。」他又謂與苟姑娘分手後沒
有見面，大家只靠短訊聯絡，又
強調現時沒有拍拖，以工作為
重。問他又可知苟姑娘有沒有拍

■徐子珊

■劉丹、徐榮、黎諾懿、郭少芸、林漪
■劉丹、徐榮、黎諾懿、郭少芸、林漪
娸、羅天宇等出席
。
娸、羅天宇等出席 《愛．回家活動》
《愛．回家活動》
。
拖？他說：「她應該都無。(可
有機會復合？ )將來事唔知。」

經常幫襯Eddie糖水店
另外，朱慧敏自與台灣男友甩
拖後，盛傳戀上EO2成員之一的
Eddie，二人更多次被拍得單獨
約會；有指因她拍拖高調被公司
照肺。昨日朱慧敏回應傳聞時否
認被公司「照肺」之餘，更否認

與Eddie拍拖，她說：「我同 花向她求婚？朱慧敏笑指報道得
啖笑，並解釋當日是自己買花給
Eddie仲係單身，畀個機會我
啦。」她又聲稱公司沒有不准她 自己，還是荷花。
對於她經常被拍到去男方的糖
拍拖，只要是正常健康的交往就
可以。曾表示拍拖也不會承認的 水店，儼如老闆娘？她笑道：
她，坦言因上次拍拖受到傳媒壓 「我去幫襯 ，有畀錢同貼士
力，最後終分開，所以會盡量避 添，朋友做生意唔可以唔畀錢。
免(公開)。問到是否結婚才公 (你是幕後老闆娘？)千祈唔好咁
開？她笑道：「講到咁遠，多謝 講，好尷尬，因為糖水舖仲有其
你既祝福。」有報道指Eddie買 他股東。」

費，今次活動就是將食物捐出來，幫助有需
要的人，她覺得頗有意義，除了環保外，又
可透過計劃關心獨居長者。
家燕姐也會教兒女不要浪費食物，而她一
直都很主張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回家，雖然某
些人覺得打包拿給狗仔和工人吃，感覺面子
不太好過，但她認為無問題，因為中國人傳
統美德是要有衣食，子女們也愛效法她將吃

不完的食
物打包回
家。
此外，
家燕姐剛
由四川返港，此行主要聯同陳奐仁擔任全球
華人歌唱比賽的評委，他們要從萬多名參賽
者中挑選出10多人，可謂十分困難。

馬浚偉
相識30載
爆或與舊女友復合 戚美珍梁家輝首度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慶全) 馬浚偉(見圖)昨
日出席美食展，並親手炮
製沙律，現場大批師奶粉
絲爭相試食，更大讚馬仔
很靚仔。馬仔受師奶們歡
迎，他反過來也表示喜歡
較成熟的女性，雖然未覺
得自己是個筍盤，但近期經常往返內地，見識增多，內涵也同
樣增加。而近期常在內地，他下廚機會也不多，不過他最拿手
是煮牛柳及海鮮。
馬仔自爆跟前女友將有機會復合，畢竟分手後仍保持聯絡，
更有見面，分手原因是他抽不到時間陪伴女友，他坦承責任在
自己身上，不但沒時間陪女友，當工作上出現問題還會向女友
發脾氣，但最近自覺人穩定下來，對方也接受到他沒太多時間
一起，只好借「發達科技」來挽救彼此的關係。
可是內地有很多「乳牛」
，馬仔表示在內地也交到不少新朋
友，當中都有不少好的女生，也不一定講情愛關係，兩人一起
相處都是要互相信任，現多靠短訊溝通。馬仔指情侶拍拖防範
一定會減弱，講調情說話在所難免，只是分手後便將之公開就
不好，他跟前女友一向很成熟，不擔心這問題會發生。

■楊怡

■朱慧敏、羅天宇亦被問及感情事。

薛家燕 不准子女浪費食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 薛家燕(見
圖)昨日以嘉賓身份出席「惜食堂」中央廚
房的開幕儀式，家燕姐更即場大顯廚藝親自
下廚，讓大家一嘗煮大鑊飯的滋味。
家燕姐表示近年因忙於工作已很少下廚，
難得昨日有機會下廚。
家燕姐指眼見近年不少大型超級市場，以
及高級餐廳將一些剩餘物資棄掉，覺得很浪

計能遮掩其缺點，突出她的優點，而她
的缺點是腰太長，記者即取笑她不是頸
太長嗎？她笑說：「都長，但Kev懂得
幫我遮掩。」
問會否叫對方一世贊助？薛凱琪說不
用了，這好像要佔人便宜。但提到杏兒
獲一世贊助，她才笑說：「我未去問，
不過也不同的。」
另，最近她很高興獲知奧運游泳女子
四乘一百銅牌得獎泳手唐奕在接受訪問
時表示很喜歡薛凱琪的新歌《倒刺》，
並會支持她，薛凱琪坦言甚感光榮，於
是在微博上尋找她並聯絡上，雖然彼此
未有正式見面，但也互相寄出禮物，她
收到對方於奧運入場穿的簽名Ｔ恤及泳
帽，她就送了自己的簽名CD給對方。
又有傳她離開華納簽約Paco，她表示尚
在傾談中。問會否帶方大同離開？她即
笑說：「我又不是他媽咪，他大個仔，
想去邊就去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大釗）梁家
輝昨日應戚美珍(三嫂)(見圖)邀請錄影
《珍情品味》節目，三嫂得知家輝喜愛
咖喱，專程找一家咖喱店做節目，老
闆的奮鬥史更與家輝相似，十分有心
思。
原來家輝與三嫂是無 藝員訓練班
同期同學，當年同學還有劉德華和徐
錦江等人，不過畢業後二人從未有機
會合作，直至昨日才是二人30年來首
次，三嫂笑言已很滿足，相比一起拍
劇更有意思。問三嫂是否很難請到影
帝家輝，她說：「平時與家輝聯絡不
多，反而與梁太就多聯絡，大家討論
子女的升學計劃。是三哥（苗僑偉）
不知不覺間已幫我約了。節目以講家
庭、子女為主，店舖老闆的經歷又像
家輝，所以就找他來做嘉賓。」
喜愛吃咖喱的梁家輝表示多年前在
印度拍戲，每天三餐都吃咖喱，便喜
歡上了。他說：「原來咖喱都有好多
種選擇，記得當時吃足一個月，不過

自己就不懂煮咖喱，又沒時間去學，
連煎蛋的時間都沒有。」
提到與三嫂隔30年後才有合作機
會，家輝直言因子女升學問題多與三
哥、三嫂聯絡，因他們的子女也打算
到加拿大升學。
《珍情品味》暫定推出11集，問到
三嫂會否請三哥來做節目，她笑言未
必請得動他，但也想他上節目分享做
爸爸的經驗。

■陳芷菁、金剛也替陳豪得獎高興。
香港文匯報訊 第三屆《星和無 電視大
獎》由StarHub主辦，TVB協辦，由新加坡
觀眾在兩個多月時間以SMS方式或網上進行
投票，選出他們心目中最愛的TVB藝人和電
視節目。昨日舉行頒獎典禮，由TVB藝人陳
芷菁、金剛擔任司儀，並由胡楓、黎耀祥、
陳豪、黃德斌、金剛、鍾嘉欣、陳法拉、草
蜢，及「超級巨聲」成員林師傑、2011全球
華人新秀歌唱大賽亞軍得主蔡艾珈擔任表演
嘉賓，為現場觀眾勁歌熱舞。
■黎耀祥
當晚將頒發19個組別獎項，包括：「我最
愛TVB女藝人」、「我最愛TVB男藝人」、「我最愛TVB電視女角
色」
、「我最愛TVB電視男角色」
、「我最愛TVB電視劇集」
、
「我最愛TVB熒幕情侶」
、「專業精神獎」
、「飛躍進步獎男藝
人獎」
、「飛躍進步獎女藝人獎」
、「最璀璨奪目女藝人獎」等。
黎耀祥、陳豪、楊怡、馬國明、徐子珊、草蜢、胡杏兒、鄭嘉穎都
獲獎。

羅力威以親身經歷
鼓勵年輕人發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 羅力
威(Adason)(見圖)昨日出席由「香港青
少年服務處」與「騰龍青年商會」聯
合舉辦的「青少年工作體驗計劃比賽」
嘉許禮，並在台上與一眾年輕人分享
自己的工作經驗，並鼓勵年青人積極
搵工。
Adason表示當年在新西蘭讀書時，
為了賺取學費及社會經驗，做過不少
卑微的工作，他說：「搬貨、清潔廚
房、洗碗都做過晒，都真係好辛苦。
(可有被人歧視? )沒有，新西蘭呢個國
家都幾好，人民都好純樸，不會睇唔
起做勞力工作 人。」他又呼籲年輕
人要積極工作，像他回港參加歌唱比賽前，也曾見過不少工，後來
又做過行街（Sales）
。他又指時下很多年輕人過分依賴家人，形成依
賴的心態。他說:「我唔敢講自己有咩資格同人分享，每個人都有不
同經歷，總之大家都要正面面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