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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前日除是平安夜
普天同慶的日子外，也是柯震東媽媽的生日，柯
震東特別在微博為媽媽送上祝福，留言道：「生
日快樂！我這輩子最愛的女人！接下來的每一天
就交給我吧！母親大人！」並晒出一張親吻媽媽
的合照。照片上所見，柯媽媽非常年輕，而且笑
起來彎彎的「月牙眼」跟緋聞女友蕭亞軒更有幾

分相似，難怪不少網友紛留言笑指認錯柯震東在咀蕭亞
軒。

蕭亞軒當晚亦更新微博，祝大家聖誕快樂，更有感而
發稱：「記得，平安和幸運都在門口嘍，智慧和財富都
在我們的心中。Thank you lord for giving me every-
thing that I have and I'll surely pass on to ppl around
me ; Happy Christ day and I pray for all of you to have
everything you need in Jesus's name amen 。」之後，有
網友猜測蕭亞軒會否是和柯震東在一起迎聖誕，果不其
然，柯震東在社交網站上傳一段視頻證實蕭亞軒也在現
場為柯媽慶生，視頻中，柯爸爸、柯媽媽、柯震東和蕭
亞軒均出鏡露了一下臉，此次也是柯蕭二人首次恩愛得
如此高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慶全） 洪永城與黃翠
如這對台慶頒獎禮「最
佳節目主持」昨日出席
荃灣的聖誕活動，二人
齊着上紅色裝束相當合
襯，並即場跟巿民齊齊
玩「估歌仔」遊戲。

提到二人再度以「情
侶檔」搵銀，翠如BB竟
自嘲笑說：「不是呀，
打冷震！」但齊齊得獎
後接騷有否加價？洪永
城指昨日的活動是得獎前接下來的工作，不過大會的
確獨具慧眼，不過他倆一起出來的效果也不錯，觀眾
喜歡也會繼續一起拍檔。

至於頒獎禮領獎時，洪永城在台上將翠如BB撞開，
事後遭網民批評他欠缺風度，翠如即為他解圍說：
「當晚他跟我說過是得獎太過興奮，加上我倆相處的
方式也似男仔般，下次我會反過來撞他，可以1比1打
成平手。」洪永城笑說：「那以後我會禮讓她，希望
可以再雙劍合璧一起做主持！」

明年舉行世界盃，二人獲無綫安排將於2月前往南
美洲拍攝節目外景，洪永城坦言對足球運動的認知遠
比翠如BB高，翠如BB即來反擊取笑他說：「你這也
叫勁，得對香雞腳，哈哈！」洪永城打趣指碧咸和柏
金都是靠「香雞腳」得以叱咤球壇。提到二人南美洲
之行應一起共度情人節？翠如BB即醒目地表示大隊是
在2月15號才出發，沒機會一起過情人節，並指雖然
彼此好有火花，卻是擦不出愛情來。

鑑於近日黃曉明私會深圳大學校
花、內地女星溫心的緋聞言塵甚

囂，曉明工作室昨日發表聲明，承認曉
明的確與溫心見過面，但不熟，又強調
上周在港的飯局只是工作人員聚餐，而
溫心的前來也非黃曉明邀請。對於曉明
與溫心的緋聞，工作室表示嚴正抗議，
不排除會採取法律行動。聲明中，還嘲
有人為上位博宣傳，寫道：「本工作室
遺憾新人為求知名度所採取的手段。娛
樂圈的路還很長，祝福新人溫小姐近期
上映的電影大賣。」

Baby投男友信任一票
曉明正印女友Angelababy昨日在微

博留言撐曉明的人品道：「娛樂新聞笑
過就好，內啥，某人人品一向好，信譽

高，聖誕快樂！」留言中雖沒有指名道
姓，但「某人」指誰大家都心知肚明，
Baby似對於男友仍抱極大信任。

溫心稱因合作認識曉明
溫心昨日出席活動時也回應了她和黃

曉明的緋聞，透露她認識曉明已有兩
年，但就否認二人撻着，原本他倆是因
一部戲要合作而認識的，但後來沒拍
成。記者問她會否就事件致電給曉明？
她說：「會打電話。」她還補充指自己
很喜歡Angelababy，祝福Baby與曉明
的戀情。

此外，Baby 最近一直身處內地拍
戲，聖誕節都要開工，未知在片場是否
太無聊，Baby偕同劇演員陳赫齊齊畫
花塊臉玩自拍。

香港文匯報訊 樂壇天后容祖兒的跨
年騷在前晚平安夜舉行第四場，為了讓
祖兒與歌迷們一起度過佳節，演唱會故
意推遲到晚上9時30分才舉行。英皇集
團主席楊受成和太太陸小曼、鍾欣潼
（阿嬌）、胡定欣、單立文夫婦等均有
到場支持。大會更特意派發熒光棒，由
監製負責操控變色，時而紫色時而粉
色，充滿節日氣氛。

祖兒在安歌時，更特意換上一套充滿
紅色閃燈嘴唇、大紅心心歌衫唱歌，喜
慶十足。祖兒又讓歌迷點歌，當歌迷大
喊要聽《一拍兩散》時，祖兒即笑言：

「大吉利是，大時大節唱呢啲歌。」而
前晚的安歌部分亦較以往長，共唱了8
首歌，唱到最後一首歌《越唱越強》
時，原本穿着高跟鞋的祖兒為了盡興，
更不顧形象脫掉高跟鞋High爆熱唱，
將演唱會氣氛推至高峰。

Mani晒霆鋒廚男樣
至於祖兒師兄謝霆鋒素來廚藝了

得，在平安夜則炮製大餐宴親朋，其
經理人霍汶希（Mani）在微博上載霆
鋒與火腿的合照，並留言道：「聖誕
廚男。」

洪永成黃翠如
明年再「情侶檔」出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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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兒 脫鞋與歌迷迎聖誕

被指背Angelababy「偷食」

曉明曉明發聲明抗議發聲明抗議

嘲新人趁機博上位嘲新人趁機博上位

香港文匯報訊 黃曉明近月被傳搭上22歲大學校

花溫心，女方就讀深圳大學，有「A貨Baby」之

稱，曉明在上周三更被指秘密赴港偷會新歡，二人

被目擊十指緊扣入酒店用餐，對於種種傳言，曉明

昨日透過經理人公司發聲明否認緋聞，並不排除會

採取法律行動，更嘲新人溫心為上位博宣傳。

■「花臉貓」Angelababy、陳
赫玩自拍。 網上圖片

■■溫心的樣貌甚似溫心的樣貌甚似AngelababyAngelababy。。

■黃曉明貴為內地一線
男星，是圈中「筍盤」
之一。 資料圖片 ■黃曉明透過工作室澄清與溫心的緋聞。網上圖片

■柯震東向
母親送吻。
網上圖片

■蕭亞軒被
揭與柯震東
迎聖誕。

■■洪永城與黃翠如的紅洪永城與黃翠如的紅
衣打扮相當合襯衣打扮相當合襯。。

■■霆鋒炮製聖誕大餐霆鋒炮製聖誕大餐。。 ■■祖兒興奮得脫鞋跳舞祖兒興奮得脫鞋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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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新聞檔案
6:25 音樂熱點
6:35 世界足球天地線
7:00 鏗鏘集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
7:50 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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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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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0:30 夜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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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亞洲政策組 - 港人不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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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星動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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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不朽的名作
4:45 ATV每日一歌
5:00 亞洲政策組 - 港人不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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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Music 120
7:00 新聞早點 -中國新聞報道
7:30 文化報道
8:00 綠色新加坡
9:00 奇幻百寶箱
9:30 The Wiggles Show!

10:00 中央電視台新聞 - 直播:
綜合新聞
10:30 文化報道
11:00 綜合新聞
11:30 看中國
12:00 自然
12:3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Music 120
3:00 我係阿發仔
3:30 奇幻尋寶記
4:00 小芬尼火燭車
4:30 花貓大冒險
5:00 歷史知多D
5:30 亞視普通話新聞
5:55 天氣報告
6:00 中國新聞報道
6:25 韓國勁歌傳真
7:30 新聞及天氣報告
8:00 賽馬直擊

11:05 夜間新聞
11:25 時事縱橫
11:50 時事內幕追擊
12:2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他鄉尋根十五情獻：尋找

他鄉的故事
1:20 全球化雜誌
1:50 世代相傳 - 聆聽山嶺的音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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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瑪麗外宿中
7:15 求愛365
8:00 推理要在晚餐後
9:00 鍾無艷

10:00 瑪麗外宿中
11:05 求愛365
12:00 推理要在晚餐後
1:00 鍾無艷
2:00 求愛365
2:45 瑪麗外宿中
4:00 推理要在晚餐後
5:00 鍾無艷
5:45 瑪麗外宿中
7:00 求愛365
8:00 推理要在晚餐後
9:00 鍾無艷
9:45 瑪麗外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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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鍾無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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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快樂驛站
4:00 中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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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中國新聞
5:15 遠方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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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國寶檔案
7:00 中國新聞
7:20 中華之光傳播中華文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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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人物頒獎盛典人物介紹
7:30 鎮館之寶 5
8:00 走遍中國
8:30 海峽兩岸
9:00 中國新聞
9:30 今日關注

10:00 體育在線
10:45 快樂漢語
11:00 今日亞洲
11:26 遠方的家
12:11 中國文藝
12:41 國寶檔案
1:00 中國新聞
1:15 百家講壇
2:00 新聞聯播

6:40 縱橫四海
8:55 城市獵人

11:00 絕種好男人
1:05 百年好合
3:00 大丈夫2
4:45 飛鷹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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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百變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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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功夫灌籃

6:00 體育王
6: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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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塞爾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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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多哈

站
2:00 體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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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塞爾維亞
6:30 體育王
7: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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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體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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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多哈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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