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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錢嘉樂死穴

■溫碧霞玉
背上印有蝴
蝶紋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佘詩曼、溫碧霞、趙碩之、楊心茹
(Sean)及楊怡等昨晚出席活動，談到錢嘉樂與湯盈盈明日在海洋公
園熊貓館註冊及15號舉行婚宴。身為姊妹團成員的阿佘，明言絕不
會畀面有孕的湯盈盈，更放話早想好接新娘遊戲，當中有嘉樂最怕
的肉麻環節，要兄弟團乖乖順從。

佘 姊妹早已開過會，於接新娘時要新郎過
詩曼表示當日她會婚宴才參與，但一班

五關斬六將，更呼籲一班兄弟要聽聽話話，否
則會受到大懲罰，至於開門利是最少要99999
大元。但盈盈身懷六甲，會否錫住玩？阿佘笑
說：「不會，我們姊妹團都無人有 ，也不擔
心兄弟團會反整蠱我們，會早有防範！」阿佘
強調指嘉樂平日好害羞，故一定要他遵照讀出
愛的宣言，讀得愈肉麻骨痺愈好！
提到亞視反對政府新增免費電視牌照一事，
阿佘表示沒有留意，作為演員無論去到那個電
視台或國家合作，也會盡力而為，當然有良性
競爭也是健康的。

溫碧霞露背晒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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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碧霞火紅低胸露背裙出席新片《紮職》首
映禮，玉背上印有蝴蝶紋身，她指都是配合戲
中江湖大家姐角色。楊心茹未有與趙式芝一同
出席活動，對於近日有遊行支持同性戀，Sean
表示感恩獲社會支持，但也不會因別人認為同
性戀是罪而不高興。對於趙式芝父親不承認她
倆的同性婚姻表現，Sean指她不清楚。至於有
否一起談論這事，她則指最好去問趙式芝，總
之一切順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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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
香港電台昨日舉行網上節目資料庫「歲
月．港台」《獅子山下》40周年啟動禮，並邀得
副廣播處長(節目) 戴健文、前廣播處長張敏儀及黃華
麒，以及陳奕迅(Eason)為活動主禮，同時曾參與演出的林建
明、黃淑儀、陳百祥、林嘉華、阮兆輝、曾江及焦姣等亦有出
席。
曾參演《獅子山下》的Eason，當年更憑該劇獲紐約電視節頒發「最
佳演繹」獎，Eason表示最開心是可以跟前輩午馬合作拍戲，同時他又很
愛聽前輩講歷史。《獅子山下》故事以寫實為主，問到Eason可願意扮演癮
君子的角色？Eason笑指怕自己的身形欠說服力。
談及他的好友何韻詩日前公開承認是女同性戀者，問到Eason對阿詩「出櫃」
的睇法？Eason即收起笑臉一表正經的回應：「朋友開心都會支持，但好耐無見阿
詩了，(覺得阿詩公開會較好？)阿詩有無出櫃不是重點，只是她覺得有些事受到不公
平對待，所以想發表意
見，希望得到各界關
注。」
本月底他的好友郭偉亮與
葉佩雯擺喜酒，Eason表示會
出任「戥穿石」，問到會否上
台獻唱? Eaon卻稱自己近日變
得怕醜，不敢在朋友面前唱
歌，他笑說：「上星期梁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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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唱，對住十幾人當然唔慣。」
早前Eason爆老婆徐濠縈去旅行，因而被太座指責太口
疏取消旅行，Eason說：「現在咪唔去，唔好去囉，靜靜
。(你發晦氣？) 唔敢。」

成龍 志偉一晚趕兩場婚宴

杜德偉與妻註冊感觸灑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寧寧）前晚香港傳媒甚
奔波，有兩個婚禮同一晚舉行，體育界的「剛
晶婚宴」與演藝圈杜德偉（Alex）迎娶少妻
Ice，前者在會展中心擺150席，衣香鬢影，官
紳雲集，後者於深灣遊艇會註冊及擺酒，筵開
30席。之後又有派對，眾嘉賓玩得十分盡興。
杜德偉與圈外人Ice共偕白首，兩人於深灣遊
艇會設婚宴，晚上7時許嘉賓亦陸續到來，包括
梁家輝夫婦、劉嘉玲、葉童、黃柏高、范姜、
黃長興夫婦等，Alex舊愛吳君如與老公陳可辛
出席，嘉玲與君如均從秘道入場。成龍、曾志
偉去完賀霍啟剛再去賀杜德偉。

名正言順的有婦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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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邀請了一隊live band營造50年代的氣氛，
穿 白紗的新娘Ice和新郎Alex在兄弟、姊妹陪伴下出場，由
於Alex的父母已不在，註冊儀式中他請來一位交情深厚的
uncle Edward代替擔任證婚人，一對新人簽婚書並互相交換愛
的宣言，一對新人宣讀愛的誓言，原來兩人之前已在電話中
寫下，現場交換讀出，Alex寫道：「現在我要向以前喜歡的女
生說句對不起，我現在是名正言順的有婦之夫了。」此言一
出惹起哄堂大笑。而Ice除了感謝父母外，亦感激可以遇到
Alex，令她的生活更多姿多彩。

大姐明支持發放免費電視牌
同場的林建明昨日偕同老公曾展章出席活動，當大
姐明見到Eason時即有如小fans般拉 Eason合照，老
公更拿手機幫手影相。 曾 力亞視的大姐明，被問
到對亞視日前拉隊到政府總部示威，反對政府濫
發免費電視牌照，遭投訴及被指做騷，她說自
己對亞視很有感情，但每次轉台睇亞視，任何
時候也是在播《感動香港》，像沒有其他節
目似的。大姐明又說：「政府應該要做
，亞視都不是諗 好節目為電視
界，只搞唱歌又跳舞。」問到大姐
明可支持政府發放新免費電視牌
照？她認為是好事，認為應
讓觀眾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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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麗欣不怕與黃宗澤傳緋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靜儀）鄧麗欣（Stephy）(見
圖)及導演火火，前日到旺
角某戲院出席電影《等我愛
你》謝票活動，Stephy指觀
眾有好的反應出乎了她意料
之外，朋友也有致電讚她的
演出很搞笑。Stephy坦言過
往很少演笑片，加上又很久
沒有擔任電影女主角，所以
今次對票房特別緊張，近日
亦馬不停蹄為新片做宣傳。
由於反應好，Stephy透露
導演正計劃找她與黃宗澤
(Bosco)原班人馬開拍另一齣新戲。戲中二人飾演一對，
已有男友的Stephy不怕傳緋聞，大讚Bosco外型討好。名
花有主的Stephy，每次也被追問何時與方力申拉埋天
窗，她表示，若然真的結婚會向外宣佈，而她下個月便
要到橫店拍內地電視劇，暫時未有結婚計劃。

賈思樂爆惠英紅
為撐《蝦仔》甘演路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慶全）盧
海鵬、戚美珍與
賈思樂（Louis）
(見圖)昨日齊到商
台為舞台劇《蝦
仔爹 II》宣傳，
Louis答謝各方友
好一呼百應及支持，連影后惠英紅都表示只要有得上台
一齊玩，即使做路人沒對白也可以。至於老友廖偉雄都
想再度反串「乜太」這經典角色在舞台劇中出現。另何
守信亦答應加入演出，目前part II暫定公演兩場，最頭
痛就是為大家度期，因最難得是可以大班朋友齊齊玩。
鵬哥最希望跟原本劇中飾演其母的羅蘭姐合作，但可
惜羅蘭姐因腰痛推辭了演出。談到亞視反對政府向城電
發免費電視牌照拉大隊遊行示威，鵬哥笑指早已有人致
電問他反應，他表示這與他無關。戚美珍表示人家電視
台的事無謂多加意見，並笑指鵬哥惡搞香水廣告的片段
獲網上超過60萬的點擊率，不少網民留言讚他是「扮 」
始祖，現擁有大班年輕粉絲好得戚哩！

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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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晶婚宴」 張天愛淚決堤
Edward則語重心長地說：「現在你們正式結為夫婦，希望
你們互相扶持，我很榮幸可以參與，亦相信Alex在天上的父親
亦會像我一樣，祝福你們！」Alex已感觸得雙眼泛紅，而不少
賓客均感動落淚，連新娘 Ice亦要用紙巾拭淚。最後兩人在嘉
賓起哄下，深情互吻。
Alex的哥哥杜德智上台高歌，Alex亦帶太太上台，並唱出一
首英文歌表愛意，一對新人更在舞池翩翩起舞，十分浪漫。
另外，志偉為「剛晶婚宴」做司儀，提早離場趕赴深灣遊艇
會。張天愛參加完「剛晶婚宴」離開時表示婚禮很感人，自
己哭了數次。因她看 啟剛長大，現在他真的長大成人，在
台上多謝父母朱玲玲和霍生，很乖。並說：「啟剛瘦 好靚
仔，以前唔覺得，只覺得啟山靚仔，現在覺得佢係最靚仔。」

偕眾女神網上展英姿
徐子珊自嘲老 輸身材

香港文匯報訊 徐子珊、高海寧、茍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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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岑麗香、朱晨麗及黃智雯等，前晚為
台慶表演項目《女神愛上網》進行綵排，
有舞蹈根底的朱晨麗，不單能做出一字
馬，表演倒吊動作時更表現得揮灑自如，
相比之下高Ling的表現較生硬。
當晚眾女會被吊至高空及在網上做出多
種高難度動作，子珊表示首次在網上表
演，當晚會與苟姑娘及朱晨麗在網上表演
高難度動作，存在一定的難度。問到子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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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老又無身材說：「一看就知我老啦，隻
腳瘀晒，近排都 唔到短裙，當晚的服裝
相對於子珊及高Ling，茍姑娘反覺得沒甚困
會有少許性感，性感程度就因人而異。高Ling 難，更覺得很好玩。至於香香近日經常被外間
出 就性感些，我 出來就差些。」她大讚 拿來跟苟姑娘作比較，如今二人又再同場演
朱晨麗是眾人中表現最好的一個，因對方有跳 出，問她面對苟姑娘可有壓力？香香說：「做
舞底子，柔軟度非常高。
好自己已好開心，我對 呢個網有壓力，對住
高Ling坦言練得很吃力，連一字馬也做不到， 茍姑娘就無壓力，我想跳得靚。」另問朱晨麗
更練到渾身瘀傷。她又自爆早前於家中樓梯不 面對苟芸慧同岑麗香兩位女神時可有壓力？她
慎跌倒，以致屁股腫了一大片，她說：「幸好 說：「我係香港小姐唔同女神，每個人都騷自
沒傷及腰骨，好驚生不到仔。」
己優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