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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吳雨霏（Kary）
、余文樂拍拖不
■樂仔與Kary撻 不
足一年，惜最終分手
收場。
資料圖片

足一年，近日突傳情變分手，Kary昨日傍晚特發公開信承認跟
樂仔情已逝，二人因了解而和平分手，但仍會保持好朋友關
係。樂仔也就分手事回應指與Kary分開後仍屬好友，並維護舊
愛指近日有關Kary的負面報道均不是事實。

■郭晉安與陳敏之即場玩遊戲。

《熟男有惑》
收79宗投訴

郭晉安當宣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慶全) TVB新
劇《熟男有惑》主角郭晉安、陳敏之、
單立文、曹永廉、王君馨、李詩韻等昨
日齊出席宣傳活動並即場玩遊戲，其中
環節要一班藝員與拍檔以身體不同部位
夾東西走蓮步舞，曹永廉與蘇恩磁大方
以嘴巴運送士多啤梨，反之李思捷與李
詩韻以嘴運送麵包則顯得尷尷尬尬。
新劇開播兩星期有不錯的收視，唯收
到79宗投訴也不算少，安仔認為投訴多
也不一定是壞事，因愈多投訴代表愈多
人收看，即使給罵也總好過沒人去看，
正面一點看會是好意見來的。不過劇集
收視從開始的31點跌到24點，安仔說：
「我都有點不明白觀眾的心思，可能網
上翻看會影響到收視，希望就來的颱風
可以幫到收視。」

■樂仔2月與Kary
歐遊返港，春風
滿面默認戀情。

吳 表示同余文樂已經分手，全
雨霏昨日向傳媒發出聲明，

文聲明如下：「有關於近日我吳雨
霏與余文樂的分手報道，收到很多
朋友給我關心及慰問的短訊，首先
要藉住此信感謝大家關心及支持。
為免愛我的所有親人、朋友、公司
擔心，以及坊間的胡亂猜測，現作
出回應。這一年來是緣分令我們從
朋友變成情侶，亦因彼此了解而和
平分手。現在我和阿樂仍然是好朋
友關係。我們仍然非常關心對方，
亦很有共識一起去面對，希望大家
可以給我們空間，可以輕鬆地繼續
投入工作。感激及謝謝您們！吳雨
霏及香港環球唱片敬上」
。

林穎彤不太接受整容
林穎彤在劇中扮醜女秘書，但其中的
一場整容戲遭不少觀眾投訴指影射韓國
少女時代，她解釋劇情是交代她想整容
整到似韓國女生般漂亮，並不是暗示韓
國女性整容。另她被拍到與男士遊銅鑼
灣，她表示對方是其好友一同去食素
菜，現時感情未有 落也希望先專心工
作。
李詩韻揚言平均收視達到30點，她會
跟劇中女演員齊穿背心做倒立，但該劇
接到79宗投訴，她認為觀眾愈來愈多想
發表意見，不過全港有幾百萬人收看，
幾十宗投訴比例上是不算多，其實該劇
主題很正面，希望大家以開心輕鬆心情
來看，不好太過認真。有傳出其好友陳
茵媺於本月17日回港補辦婚宴，李詩韻
表示有跟陳茵媺聯絡過，只是婚禮之事
還是由主人家來交代，不過真要擺酒，
她也一定向公司請定假飲這餐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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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恩娜唱
粵曲要向媽
咪偷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官恩娜（Ella）
、關菊英、
張繼聰等前晚參與TVB籌款節
目《明愛暖萬心》直播，Ella
首次獻唱粵曲小調，她笑言連
母親都緊張她的演出，事前不
斷要求她練習，令她壓力大
增。而菊姐就感冒失聲帶病上
陣，幸最終都能完成演出。
官恩娜節目中獻唱粵曲小調
《賣花女》
，她表示自己只能唱平喉，由
於她母親是粵曲愛好者，得知她要表演
唱粵曲時都分外緊張。Ella說：「平時
做騷媽咪不是很理我，但今次她很緊
張，常常叫我唱給她聽，十多年來第一
次。不過媽咪話我唱得不夠感情，更示
範唱給我聽，唱到七情上面。」Ella表
示自己沒學過粵曲，只是從小聽媽咪
唱，覺得粵曲是很專業。另外見Ella比
以往消瘦，她解釋要準備拍攝新唱片封
套，現在已減掉8、9磅，笑問有沒令上
圍縮水，她笑道：「很難，再細就沒有
了，變成消失的上圍。」
關菊英前晚感冒初起有少許失聲，幸
沒有影響演出。提到曾合作過的蘇杏璇
昨日設靈，菊姐表示會去喪禮作最後致
意，因對方是她生前好友，經常一起去
齋舖吃齋。此外，首次做直播節目的港
姐黃心穎，穿低胸裙效果養眼，她解釋
自當選後已增了5至7磅，現要努力減肥
應付9月參加的世界小姐競選。

樂仔維護舊愛珍惜這段情
有傳聞指分手原因是Kary迫得太

緊，令樂仔難以忍受，樂仔昨日回 當時傳出已秘密拍拖3個月，2月27
應分手事時也極力維護女方，澄清 日二人返港，刻意分開出閘，雖對
說：「我們雖然分開了，但彼此仍 拍拖一事沒正式承認，但情侶篋卻
然是好朋友，仍然非常關心以及支 露出玄機。其後，Kary與樂仔媽咪
持對方！我只想告訴大家，之前有 更結伴到上海探樂仔班，似奠定女
關一切傷害她的報道都不真實，我 方在余家的地位，豈料如今卻傳出
們會好好珍惜這段友誼！」
「分訊」
。
分■
手周
柏豪沒過問好友「分訊」
之柏
事豪
「樂雨戀」分手，與雙方都熟絡
。昨
的周柏豪就沒有過問，而且也不是
日
常見樂仔或Kary。他說：「沒有去
指
特別關心，都是食飯打波，和平時
仍
沒
一樣。」覺得Kary是貼身膏藥令樂
過
仔吃不消？柏豪說：「她是好人，
問
﹁
是專業歌手，做朋友是一流，其他
樂
事我不知，也不會主動去問。」
雨
樂仔與Kary2月到瑞士及英國一同
戀
﹂
旅遊被拍下照片，戀情因而曝光，

法拉大馬寓工作於娛樂

紅館首開唱

A-Lin廣東快歌謝港迷 鎮宇Chilam 跳騎馬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台灣原住民
歌手黃麗玲（A-Lin）首度於紅館舉行《ALin 2013 Feel-Lin演唱會》
，被譽為「天生歌
姬」的A-Lin亦吸引香港歌迷捧場，前晚首場
座無虛席，A-Lin也以多個性感造型答謝歌
迷，以黃色胸前透紗Deep V連身裙身材最為
若隱若現。雖她已是「人妻」，依然落力跟
男舞蹈員大跳辣身舞，更由舞蹈員替她脫下
襯衣及裙襬，舞衣更為性感撩人。
A-Lin 邀得同門師兄阿信（蘇見信）及小
宇擔任嘉賓，並一起飆歌相當受落，A-Lin也
苦練了幾首廣東快歌《忘情森巴舞》、《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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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之城》及《拒絕再玩》，並笑指這些歌都 ■性感十足的A-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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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們卡拉OK常點的廣東歌，且她每次來
港後廣東話也更有進步，還即場試講其最標準常用的廣東話「小心
梯級」
、「小心車門」
、「唔該晒」等，她也希望能再多學一點，將
來能擁有一首屬於自己的廣東歌。演唱會尾聲，她唱出經典情歌，
獲全場歌迷齊聲和唱，教她感動得多次哽咽唱不下去，直到演唱會
結束歌迷仍要她「安哥」
。

香港文匯報訊 正在美國進修演戲課程的陳法拉，日
前偕同《衝上雲霄ll》的演員吳鎮宇（Sam）、張智霖
（Chilam）
、吳卓羲、胡定欣等到吉隆坡及怡保為新劇
造勢。鎮宇與Chilam為馬來西亞粉絲罕有顯舞技，落
力跳騎馬舞。至於抵達大馬前在香港忙足一天的法
拉，抵達當地獲粉絲熱烈歡迎，即時倦意全消。
法拉難得與鎮宇、Chilam他們再聚在一起工作，法
拉形容感覺好像舊生會聚會，很有趣，大家又再回味
相處了3個月拍攝的趣事。眾人在宣傳活動上與粉絲大
玩遊戲，鎮宇、Chilam二人大跳騎馬舞，鎮宇更表演
轉呼拉圈，惹來笑聲掌聲一片。
甫抵機場《衝上ll》幾位演員已收到粉絲們送的禮
物，酒店又有另一班粉絲在守候他們出現，當地粉絲
的熱情讓本已疲倦的法拉有如「充滿電」
。最令法拉驚
訝的是，雖然《衝上ll》還未播出，但不少粉絲已叫出
她劇中的名字何年希Holiday。

粉絲

說：「我發現有些粉絲是專程由新加坡來這裡支持
我，他們這麼有心，我當然要給他們打氣，陪他們玩
個痛快。我之前兩日不停坐飛機，返港一天出席護膚
活動，和為新片《奇幻夜》配音，忙到凌晨4點，沒好
好睡過一覺，連跟心愛的貓咪Teddy仔玩玩也沒時
間，剛好來到馬來西亞便寓工作於娛樂，輕鬆一下
吧！而且還難得見到Sam哥跳騎馬舞和轉呼拉圈，絕
對超水準的真人騷。雖然此行匆忙，但看到Sam哥和
Chilam的精彩舞姿值回票價。而且整個商場被熱情粉
絲『佔據』的場面真是很震撼。」
法拉此行還在路邊檔吃她喜歡的榴槤，正在吉隆坡
拍攝《盂蘭神功》的劉心悠特地前來會合她，兩位好
姐妹一碰頭便邊食邊說個不停。不過法拉因要趕返紐
約上課，所以先行離隊，未能跟隨大隊到檳城作下一
站宣傳。

法拉與劉心悠路邊歎榴槤
法拉又主動跟粉絲大玩遊戲吃芥辣麵包，她雀躍地

沒入圍金曲獎女歌手當休息
A-Lin接受訪問表示，完騷落台一刻真的好想再次回到台上向歌迷
答謝，因她看到歌迷熱情得似在暴動般，真的讓她感動不已，她表
示數度差點感動得哭了出來。A-Lin表演辣身舞最初是有感到尷尬，
但也似給男朋友撫摸的感覺，記者讚她好性感，她笑指要是主辦單
位再辦一次，她會把Deep V裝胸前的透紗拿掉。
另談到她的《幸福了然後呢》被金曲獎評委疑抄歌遭取消入圍資
格，A-Lin回應指因兩首歌作曲人是同一個，其實好歌只要讓人認識
就好了，當然失望她是會有，但能入圍亦是已被肯定。對於沒入
圍女歌手獎，她表示可能是過去入圍過太多次，才要她休息一下
吧，不過這次入圍的女歌手她都非常欣賞的。

■右起：張智霖、吳鎮宇、
陳法拉、胡定欣及吳卓羲所
到之處都吸引大批粉絲。

陳嘉桓
演「援交陳」床戰智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周柏豪與陳嘉桓（Rose）昨日出席
新片《販賣。愛》的開鏡拜神，片中Rose將會扮演一名援交少女，
剛巧與她的花名「援交陳」配合，她更透露片中會與柏豪及廖啟智
有床上戲分。電影《販賣。愛》是改編自舞台劇和小說，故事講述
女主角陳嘉桓的援交經歷。Rose說：「第一次在電影中做回自己真
實的年齡，是講一個19歲女仔怎樣步入這個路途，和受到兩男（柏
豪和智叔）的影響。」問到是否有大量床上戲？她說：「要拍時才
知有幾激，只知和柏豪、智叔都有親熱戲。但相信只是意識上大
膽，服裝上不會太暴露，雖然有大篇幅的床上戲，但我已做好心理
準備，而且我們只是IIB級電影。」問她如何去揣摩角色，Rose說：
「其實我想看一次舞台劇，但導演不讓我看，想我用自己的方法演
繹。」提到導演朱家宏早前獲獎，Rose接拍此片是否也想贏得獎
項？她說：「沒這樣想過，導演找我時，我都覺驚訝，沒想過自己
會做這種角色。」
周柏豪表示戲中是一名醫生，笑言與現實的他一樣有愛心。他表
示已第三次與廖啟智合作，大讚對方是很專業的演員，他說：「上
次同智叔拍戲佢受傷斷手，見到整支骨叉出來，但他沒哼過半句，
堅持拍攝，幸好導演發覺即時要他去治理。智叔好犀利，堅持導演未叫
cut前都繼續演戲。」

■吳鎮宇公開舞
藝實屬少見。

■張文新宴請
在廣播事業生
涯上的好友作
謝意。

張文新榮休 徐小鳳神秘到賀

■陳嘉桓已做好心理
準備演活援交少女。

香港文匯報訊 助理廣播處長張文新將於明日起退休前休假，
由電台部總監周偉材接任。上周五港台85周年，張文新親自邀請
60位在廣播事業生涯上的好友，一起吃飯答謝朋友，當晚兩位前
廣播處長張敏儀、朱培慶到有出席，黃華麒則抱恙未能到場，還
有李克勤、阿叻、秀姑與曾志偉等。譚詠麟因為人在非洲所以未
能出現，但早已拍下片段送給新哥。張文新的太太車淑梅特別安
排一位神秘嘉賓到場，這就是新哥最敬重的女歌手徐小鳳。車淑
梅表示小鳳姐收到電話，立即答應出席。
穿上圓點波波裙到場的小鳳姐更與新哥合唱《風的季節》
，晚
宴上大家都分享對新哥的睇法，新哥更感謝這40年來沿路上認識
這班好朋友，令他過得很開心。他與淑梅姐今天起會到加拿大先
為宣明會做分享會嘉賓，再到斯里蘭卡進行探訪，繼而展開旅遊
大計，享受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