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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瀛戈）

吳克群(見圖)2012喜獲豐收
年，闊別樂壇一年半攜全新創
作專輯《寂寞來了怎麼辦》華
麗回歸，不僅以超高百分比攻

佔各大銷售榜冠軍寶座，隨 新片爆
紅盤，吳克群還攜手譚晶主演名導陸
川打造的全球頂尖魔幻音樂劇《鳥巢
吸引》，雖然是第一次登上春晚舞
台，卻成為第一個踏上鳥巢出演舞台
劇的台灣藝人。

榮獲斐然榮耀同時，吳克群也獲網
民力挺登蛇年春晚，吳克群以740萬
高票力壓其他明星隊長，成功登頂奪
下《夢想合唱團》第二季冠軍，從倪
萍手裡正式接到「中央電視台2013年
蛇年春節聯歡晚會」的邀請函，就連
主持人撒貝寧和其他明星隊長也對他
豎起大拇指。

香港文匯報訊

葉德嫻(Dean i e
姐)(見圖)前晚盛
裝出席Van Cleef
& Arpels晚宴。
Deanie姐透露近
日身體抱恙，全
因 空 氣 污 染 嚴
重，還自嘲道：

「我現在對空氣、
氣味敏感，是現
眼報，畢竟我以
前有吸煙。(會再
吸 煙 ？ ) 大 吉 利
是，我戒了20多
年，有BB時也有
食，很衰，很不
應該。」

此外，Deanie姐
日前看了王家衛
執導的《一代宗
師》，並大讚該片
說：「我本來不

是王家衛的粉絲，但看完便覺得終於有一個香港導演是我
鍾意的，而梁朝偉在戲中亦型到爆，章子怡的八卦掌也靚
到爆。」不過當問她是否想接拍王家衛的戲時，Deanie姐
打趣笑說：「他要拍幾年，驚我會冇命。」Deanie姐又直
認很仰慕偉仔，二人早年曾合作拍劇，她指親眼看到偉仔
帶了一套東西到片場，原來裡面全是字典，遇有不懂的便
立即查字，極為好學。

香港文匯報訊 吳君如、毛舜筠、
鄭中基、熊黛琳、薛凱琪（Fiona）、
杜汶澤等前晚出席電影《百星酒店》
首映禮，早前喪父的熊黛林事先表
示不接受訪問，與林 傳緋聞的吳
千語因在內地工作未有到場。

以單肩長裙現身的Fiona不時與阿
澤鬥嘴，不過就被阿澤和鄭中基取
笑她的打扮，原因是Fiona怪異地以
皮帶勾勒出胸部線條，阿澤笑她用皮
帶畫個胸出來，尷尬陪笑的Fiona即
表示日後與他們合作就要加片酬。

阿澤之後又大爆君如以前在電台工
作，不穿胸圍開工，因為她覺得這
樣才夠舒暢。君如知道後即指阿澤
非常鹹濕，自己就沒有留意他的
size，又說自己的身材是有目共睹，
連女兒都說她身材像男人，令她聽
到都反眼，她笑說：「我有同個女
講，如果她喜歡工人姐姐的身材，
就要食多點有營養的食物，不過如
果要瘦的話，有些地方都會跟
瘦。（為個女隆胸？）不會為任何
人這樣做，太愚蠢了。」講到鄭伊
健結婚，君如笑謂恭喜對方，希望
他早日生BB，因為有小朋友才會令
人生圓滿。

另外，熊黛林在台上大談拍攝趣
事，她表示角色與真人反差很大，
性格非常粗魯，又要講粗口，拍攝
一場黑社會戲時，幸得毛姐幫助才

能入戲，夏春秋即大讚她發揮出喜
劇細胞，更試過用粗口罵他。

司馬燕要第4次化療

此外，去年10月發現患上胃癌的司
馬燕前晚都有現身，因為黃百鳴的
太太是她的氣功師父，所以她一定
要來支持。精神不錯的她表示患病
後令生活習慣改變很多，自言好乖
少去夜蒲，身邊好多朋友都很關心
她，令她深深覺得被愛包圍，兒子
和丈夫又經常陪她聊天。她透露下
星期會做第4次化療，現在不覺得太
辛苦，至少她無甩頭髮和嘔，就只
是瘦了。陪她出席的還有兒子吳景

滔，快16歲的景滔仍未拍拖，司馬
燕指景滔會等到大學才拍拖，因為
到時會多點選擇，至於會否再拍戲
就等再大點才決定。

葉德嫻怕接王家衛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華納唱片前晚假黃埔都會
海逸酒店舉行周年晚宴，除全公司同事出席外，旗下歌手
周柏豪、官恩娜（Ella）、連詩雅及組合Dear Jane都配合70
年代主題打扮示人，唯獨方大同因身在北京工作而缺席。
去年已離巢的薛凱琪前晚亦有抽空出席，更自掏腰包大方
拿出5位數現金抽獎，慰勞一眾前同事，可見她相當念舊
情，十分難得。

Ella以爆炸頭襯露腰花恤衫、喇叭褲亮相，並亮出搶眼
臍環，成功搶鏡，其打扮更獲「最佳衣 大獎」冠軍。柏
豪亦犧牲靚仔一面，戴上假長髮配黑超示人。連詩雅則與
經理人同事打扮一模一樣，以誇張的花拉美髮造型組成孖
公仔組合參加跳舞比賽，可惜失敗收場，她說：「好開心
有同事同我一齊玩，雖然輸了，但大家都好開心同好
Enjoy，因為近年都好忙，好少機會同同事聚埋一齊，邊
食邊玩，仲有現金獎抽。」

香港文匯報訊 馬浚
偉（馬仔）(見圖)日前
應COSTA VICTORIA
郵輪及香港旅遊發展
局邀請上船數天，並
聯同意大利籍大廚炮
製兩款不同口味的意
大利粉及意大利雞尾
酒 ， 最 後 還 獻 唱 金
曲，全程個半小時，
與觀眾近距離接觸。
馬仔甫上船當日，稍

事休息便往船艙的廚房轉，與大廚先來個實
習互動溝通，試煮一趟，最後其廚藝都得到
船上乘客的肯定，試食者大多在嚐過馬仔煮
的意粉後，均給予好評。

另外，問到今次酬勞可觀否？馬仔只笑說
總之開心，還可在船上大玩3天，寓工作於娛

樂，更能為香港旅遊發展局出一分力，推廣香港
旅遊，很有意義。那可有甚麼難忘事或艷遇發
生？馬仔開玩笑說：「最印象深刻是被狗仔隊

（小朋友）貼身跟蹤，行到邊跟到邊，無論買 食
都在我左右，哈哈，那位小朋友真的好可愛。

可能大家聚在船上，經常碰面，個感覺好親切。」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吳

文 釗 ） 陳 豪
(圖左)與Jessica
C.(圖右)前晚
出席商場新春
揭幕活動，二
人在台上寫揮
春和打大鼓，

由於Jessica C.穿上低胸裙，俯身寫揮春時就春光乍
洩，害得在旁的陳豪不敢正視。

面對有「警鐘胸」之稱的Jessica C.，陳豪也笑言自
己目不斜視，問他覺得對方還是女友陳茵媺身材較好
時，他尷尬地說：「為何要這樣問？我的心已不在這
裡。」陳豪表示，農曆年與女友都要開工拍劇，希望
有時間能互相拜年。對鄭伊健與蒙嘉慧日本秘婚，陳
豪稱自己也跟伊健一樣喜歡低調，旅行結婚他也會考
慮，但現在未到談婚論嫁的一步。提議陳豪在情人節
求婚，他笑道：「多謝，我會好好記住。」

Jessica C.表示，已視經理人公司同事像家人一樣，
所以過年會跟他們過。由於男友不在港，Jessica C.稱
原打算買紅色內衣褲，現在不用買因為都沒人欣賞。

與女兒大談身材經

君如被爆無Bra開咪

任賢齊原來一早看中梁炳，
他笑言在一次演出上看到

梁炳自彈自唱已好想簽他，加上
蘇永康和楊千嬅也推薦他，便一
拍即合。有傳簽梁炳要他一年賺
到一千萬？小齊笑說：「我們一
起努力一下，其實我是不理錢的
人，覺得大家音樂上的理想和目
標一致。」

小齊憶亡友難掩傷感

晚宴上邀得貴賓小鳳姐到來，
小齊指之前曾為小鳳姐製作過演
唱會，感覺她是位很接受新概念
的前輩，工作時又敬業，每次都
穿很多靚衫演出，連綵排都很守
時，如有機會也好想再次合作。

小齊前晚開場迎新及祝酒後便
趕夜機返台灣，原因是昨日要送
亡友上山，小齊咽哽 說：「心
情好複雜，我失去了一位兄弟，
但一位編劇同一日生了個女，有
時覺得生命平衡不到，來來去

去，有些不應離去時就離去，但
未來繼續要做春節表演，希望從
工作上帶歡樂給大家，傷感就我
自己揹好了！⋯⋯」

將攻國語唱片市場

梁炳簽約大岳娛樂3年，傳聞一
年要他賺一千萬，梁炳笑說：

「新一年也希望自己可以有進
步，也希望能繼蘇永康之後成為
另一棵搖錢樹，但也不單只看
錢，都希望能各方面配合。」加
盟小齊公司後，梁炳會主力發展
國語唱片市場，因多年來看到身
邊的歌手朋友都發展得到，自己
是有點不忿氣。

現與好朋友蘇永康拍住上，但
會否擔心資源上分配的問題？梁
炳回應說：「第二個不敢包，我
跟他在華星年代未試過同一時間
出唱片，到Paco（黃 高）時也
沒問題出現，大家會懂得了解唱
片公司的遊戲，會明白如何處

理，互相去支持對方的。」

周麗淇澄清沒老外男友

周麗淇（Niki）被拍得有老外新
男友接送，即獲各方恭喜，她表
示傳聞中的老外新男友其實是姐
姐的朋友，當晚是朋友的生日派
對，她中段感到不適，姐姐便
友人送她落樓坐車，對方也已有
女友，所以並非她男友。但連鄭
嘉穎也送上祝福，Niki笑說：

「大家去問他，他也當然這樣講
啦！不過都多謝他，留回我真的
拍拖時啦！」要是嘉穎拍拖也會
否祝福？她即笑說：「也會祝福
他的！」

Niki不否認有正常跟異性約
會，有些也有追求的意思，只是
她會小心選擇，她笑指媽咪曾提
及過，說姐姐已經嫁了給老外，
她最好就不要嫁老外了，她笑
說：「我會聽媽咪話，希望揀個
中國人。」

官恩娜爆炸頭赴宴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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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JC身材勝女友？ 陳豪尷尬拒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凡文) 新春將至，
周美鳳前晚特意邀請模特兒Ana R.、松岡
李那、傅嘉莉、蔡穎恩(Evelyn)、何紫綸
等人一同預慶新春，所有嘉賓均以紅色
造型現身，凸顯節日氣氛。晚宴中更特
別安排抽獎環節，Evelyn幸運地抽到性感
比堅尼，更急不及待即時打開包裝，把
比堅尼放在身上比劃，狀甚興奮！

另外，大會還安排了新春遊戲，Ana R.
被選中將寫滿賀年字句的氣球貼上身，
松岡李那在旁協助，其間Ana R.仍不失名
模風範，將氣球融入成時裝一部分。近
日與林德信傳緋聞的松岡李那被問到情
人節可會與對方共度？她指不會，因會
在農曆新年及情人節返日本。

Ana R.裝波作勢慶新春 馬
浚
偉
上
郵
輪
遭
貼
身
跟
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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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大岳娛樂 跟康仔拍住上

梁漢文願變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李慶全）大

岳娛樂前晚舉行成

立十周年晚宴，老

闆任賢齊帶領旗下

藝人蘇永康、鄭嘉

嘉及周麗淇一同歡

迎梁漢文（梁炳）

加盟，就連小鳳姐

徐小鳳也來到賀，

她一出現不少粉絲

爭相合照，她也拱

手向大家提前拜個

早年，另杜琪 、

張耀榮及鄭保瑞等

也有出席晚宴。近

日有傳聞指梁炳此

次加盟，被要求一

年要賺一千萬，對

此，梁炳也望自己

能成搖錢樹，為新

東家賺大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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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君如、毛舜筠、鄭中基、熊黛林、薛凱琪及杜汶澤等前晚出席《百星

酒店》首映禮。

■司馬燕雖然胃癌未癒，但她前

晚仍攜兩子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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