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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嘉樂與湯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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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樂餵盈盈
食餅，認真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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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 因與「國寶」
盈、樂樂

盈盈樂樂同名，故二
人特意選在海洋公園
內的熊貓館舉行結婚註
冊儀式，並邀請了50位
親友，包括雙方家長、親友
及好友出席到場觀禮，圈中人則有負責婚禮
策劃的梁靖琪、洪天明、周家蔚、鍾麗淇、文頌嫻、
王祖藍、鄭敬基及錢國偉等。
儀式於下午1時進行，海洋公園特別封了三分一個熊
貓館讓二人行禮，雖然場內嚴禁用閃光燈及高聲說
話，但無損眾人的喜悅心情。個半小時後，一對新人
在園內餐廳舉行記者會，接受半百傳媒訪問，身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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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的盈盈依然十分貪靚，穿上4層蛋糕裙款的白色婚紗
及腳踏3吋高跟鞋，左手則戴上一枚兩卡求婚鑽戒及一
枚結婚戒指。懷孕近6個月的盈盈，雖然穿上蛋糕裙，
卻依然遮不住隆起的腹部，同時她的上圍明顯升cup。
至於新郎則比較隨意，只是以黑色禮服襯黑布鞋。
現場佈置亦十分簡單，只有一個5層高的cup cake結
婚蛋糕，以及一對人扮熊貓公仔。一對新人應傳媒要
求，咀足4次，風騷的盈盈更向傳媒派飛吻，與樂樂
咀完後又細心為老公抹嘴。而樂樂不單全程扶實老
婆，又不時為老婆整理頭紗，表現十分恩愛，二人還
大騷手上的婚戒。

嘉樂全程傍實老婆
之後一對新人接受訪問，盈盈甫坐下即嗌腳痛，嘉
樂表示不可以讓阿姐汪明荃知道，因為阿姐之前見到
盈盈 高跟鞋，即叫她不要再
。盈盈即嬌嗔對住老公說：
「有你扶住我嘛。」嘉樂即深情
望住老婆發表愛的宣言：「以後

的人生都有我扶住你。」問到嘉樂剛才註冊時，可有
對盈盈講愛的宣言？他笑說：「好簡單講願唔願意，
唯一識的英文就係I do。」他不諱言從未試過如此緊
張，擔心會遲到，又怕講誓詞講到甩甩漏漏，幸好一
take過兼無懶音讀完誓詞，是「快版King Sir」
。

嘉樂眼神電暈盈盈
相反盈盈就讀到有甩漏，盈盈解釋因為要遷就嘉樂
讀中文才會這樣。盈盈透露平日嘉樂說話都很搞笑，
但註冊時樣子很嚴肅，嚴肅到令她好感動。問到她可
有眼濕濕？盈盈笑道：「少少，佢 眼神好電人，我
唔敢再望，怕會喊。」
二人在熊貓女盈盈的見證下完婚，嘉樂形容儀式就
像在拍戲，擔心熊貓不聽話，企不定影相，但又不想
騷擾牠，幸好熊貓盈盈很乖，儀式舉行時只乖乖地吃
東西。 嘉樂坦言當初也很驚要過結婚這一關，但行到
這一步都開心，因為都大個仔了，而他在儀式上都好
冷靜及開心。問到婚禮花了多少錢？嘉樂指住太太笑
說：「她說錢不是問題，最緊要好好睇睇。她包埋

我，我諗住唔做。」提到兩卡的鑽石婚戒，嘉樂笑
說：「搞到我無 好多錢，要拍多幾部戲至得。」他
又謂最初曾計劃旅行結婚，但想到與盈盈都快做父
母，應給對方一個承諾，及給家長們一個交代。全程
含情脈脈望住老公甜笑的盈盈，被嘉樂取笑：「你流
晒口水喇，畀人睇晒你的弱點。」盈盈卻毫不介意，
還笑說：「I don't care。」

BB性別明日婚宴上揭盅
嘉樂又讚BB腳頭好，最近帶挈他獲電影提名、賽車
又奪冠，早前玩遊戲又贏了兩張商務機票。他又指待
BB出世後才補度蜜月。問到BB是仔或女？二人口徑一
致，表示要保密，留待明日婚宴當晚才揭盅。雖將為
人父，但嘉樂依然不改搞笑本色，他說：「我諗住叫
前進進，好似國歌最後幾句咁，唔通叫錢七同錢世
咩？」之後他又裝出一副無奈的樣子說：「我很忐
忑，行入來時是單身，出去時就變雙身。」盈盈笑
說：「你很傷心咩？」嘉樂就搞笑說：「出面的女仔
好傷心呀。」

因病缺席亞視反濫發牌集會

韓燕相信 提訴求自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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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盈盈佗B女

洪天明 嘲 新郎生硬又緊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洪天明昨日
偕同腹大便便的太太周家蔚出席，天明笑指好
友嘉樂註冊時表現生硬，又不停說話來掩飾緊
張，但最搞笑是盈盈讀誓詞時讚到甩甩漏漏，
竟然問可不可再讀一次。家蔚自言被感動到差
點喊，又笑指盈盈鍾意咀嘴，在場內都錫了好
多次。天明指近年身邊朋友相繼結婚生仔，他
們都有催祖藍快些。
快將為人父的天明，被問到可會跟嘉樂對親
家？天明表示不好了，覺得年紀太過相近不
好。問到他可知盈盈BB的性別？天明表示不
知道，但他與太太都估是B女，他更抵死的笑
說：「報應，孖女就雙重報應。」

祖藍笑稱60歲才結婚
單拖出席的王祖藍，被問到近日有指他在西
貢買千五萬大屋，準備迎娶女友李亞男，祖藍
否認，並說：「我無買大屋、未娶、未有呢個
計劃，我都想置業，但未睇 。」問到他可有
結婚計劃？祖藍笑說：「等60歲先結，（不怕
李亞男飛 你呀？）佢飛唔出我手指罅。」他
謂計劃在港買屋給家人住，但女友還未是家
人。他指也擔心報道嚇倒女友的父母，總之現
時他們完全未有傾過結婚的事。
另外，昨日擔任司儀，兼負責為盈盈、樂樂
籌備婚禮的梁靖琪(Toby) ，透露今次在海洋公
園的婚禮，花費近6位數，至於明天的婚宴則
要花上7位數。她透露雖然盈盈、樂樂已註
冊，但婚宴當晚曾志偉會以玩的形式，再證婚
一次。

■韓燕與13位候選亞洲先生到戶外攀石場拍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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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 韻 參與同性戀遊行並
公開承認同志身
兒
份，昨日她以一身
與 詩 男性打扮到商台宣
浩 ﹁ 傳新歌，問到阿詩
龍 出 公開性向後出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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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
那麼誇張，而且我
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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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街都好低調。不
過講真近期睡得安
樂，可能將壓力釋
■身懷六甲的周家蔚亦有到
放出來，好像放低
場，與梁靖琪分享「姊妹」
了包袱，說話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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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都多了。」公開
身份後的阿詩坦言
仍未習慣，她說：
「有時某些字眼會
自動自覺避過，例如問感情事，
我不會講我女朋友。」
笑問有否多了女仔埋身？她
說：「埋來做咩？買 呀？向來
■左起：鄭敬基、洪天明及 都有啦，又不是好大分別。我一
王祖藍到賀。
劉國權 攝 直都處於默認的狀態，沒有掩飾

香港文匯報訊 13位候選亞洲先生
昨日到一個戶外攀石場拍攝外景，早
前希望退選的7號畢萬春昨日仍參與拍
攝，他表示經考慮後決定繼續，因為
離比賽只有幾日，相信自己可以應
付。
講到一班亞洲先生日前出席亞視反
對政府濫發免費牌照的活動，被指充
當王征的保安，畢萬春表示當日以選
手身份出席表演活動，其他事情不太
清楚。問到如果亞視再要求做選舉以
外的事會否答應？他稱只要合理就會

過。」阿詩直言出櫃前要思考很
多問題，說道：「沒掙扎就假
的，都驚會影響很多事，因為不
止是我個人，還要想公司，在大
是大非的問題上要講清楚。」
阿詩又借機澄清以往的緋聞大
部分都是假，有傳容祖兒是雙性
戀？阿詩大反應道：「嘩，好難
答，其實我希望有一日，性向不
是一個討論的議題，不要當我們
是奇珍異獸。」至於會否公開另
一半的身份？阿詩稱要視乎對方
意願，因為是兩個人的事。是否
入行後才知自己的取向？她說：
「一早知，人不是男就是女，今
日我喜歡女性，不會有日話對異
性有興趣。」提到容祖兒與劉浩
龍到韓國旅
行？阿詩表
示沒有特別
留 意 ， 她
說：「真不
知道，又不
是我的事，
難道要知道
朋友的時間
表嗎？」

去做。17號黃集鋒強調自己沒有政治
立場，當日只是出席公司安排的活
動，亦不覺得自己被利用，更不認為
是王征的保安。
另外，同場的亞姐韓燕稱當日因病未
有出席集會，她感謝公司的體諒，相
信亞視提出訴求有自己的道理，希望
大家多些包容，但之後應把精神放在
製作上，笑言亞姐和亞生都是亞視有
質素的節目。問她如有下次集會可會
參加？她即扯開話題，笑指公司想幫
她鍛煉身體才叫她攀石。

薛凱琪
陪愛貓通宵睡地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文釗）忙在內
地拍新片的薛凱琪（Fiona）
（見圖）
，昨
日專程回港出席美容品牌專櫃剪綵儀
式，她透露愛貓因病入院令她擔心不
已，亦體會要珍惜身邊人。今天便返
內地繼續開工的Fiona，表示日前愛
貓突然病倒，多得劇組通融讓她回
港，她說：「返來後立即帶牠去寵物
醫院，懷疑心臟有事要留醫，我亦
陪牠通宵睡地板。」問到有否影響
心情？Fiona說：「近期經歷很多，
近距離經歷生死，會珍惜身邊人。」
她表示作為女仔可以選擇崩潰或撒
嬌，但自己則選擇堅強起來，笑言
自覺像男人。她說：「因為貓有靈
性，我會用正面的態度對牠，不會
在貓面前哭出來，有時還跟牠講冷
笑話。」此外，日前何韻詩公開承
認同志身份，Fiona說：「我會支
持她，因為我不會講大話，不論直
或攣，愛甚麼人都好，愛是不會講大
話，要誠懇地對待愛情，她的行為很
值得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