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頭條

面熱鬧。古巨基近日和緋聞女友兼助手 Lorraine 傳出婚
訊，基仔前晚雖然否認其事，但指去到剛熟透年紀，會考
慮自己人生大事，而好友周慧敏也坦言暗地期待。

2 千元購物禮券，導演葉念琛抽
席間任達華抽中相機，張敬軒得
到越南商務客位來回機票，楊受成亦抽中一部 iPad mini，現場

■DaDa 酥胸半露
性感登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周麗淇（Niki）新春
期間到了美加旅行，在情人節當天更在微博上載到大
瀑布的相片，充電完後，Niki 昨日首度現身以星級有
機大使身份出席「2014 全城有機日」活動，不過被問
到美加之旅，是否跟男友徐正曦同行，她故作神秘拒
絕透露，指是秘密。Niki 表示：「這次旅程是寓工作
於娛樂，因為完成當地工作後，順道留下來度假，加
上去年完全沒有放過假，今次在當地逗留了一段頗長
時間，吸收新鮮事和新想法，每天起床便見到大瀑
布，相當開心，」不過 Niki 承認男友預備的情人節禮
物很有心思和甜蜜。至於是否刻意安排情人節旅行慶
祝，Niki則說這些日子對她來說沒有特別意義。
假期完後，Niki 開始投入工作，新一年工作更排得
密麻麻，她說：「今年會重拍電影，也會出國語碟和
拍香港劇集，所以要好好調理身體，近期我都吃得很
健康，要保持最佳狀態！」問她是否趕着完成手頭工
作準備結婚，她否認道：「唔關事，我事業心仍很
強，沒有任何轉變，家姐周汶錡也沒催婚，因她是時
尚人，不會這麼老土催婚，自己仍有很多工作，事業
為重，未有結婚之意。」

黃心穎臨時頂替Toby
黃心穎大騷 4 吋事業線，她指這是大會安排，感覺大
家都穿得靚並非鬥性感。談到她是有義氣頂替Toby當嘉
賓，黃心穎笑指也是記者講她才知，但不否認很急才通
知她，也不介意執二攤，像她第一次拍劇參演《On
Call 36 小時 II》的角色，也是一位藝訓班同事演得不好
才於開工前三日找她頂上，她笑言執二攤沒所謂，就當
多勞多得。
DaDa 姍姍來遲，她指是大會安排她壓軸，在合照時多
位外籍人士均在「監視」她的事業線，嚇得她將皮草披肩
拉緊胸前遮掩。問是否受傷後首次復工？她表示一直有拍
電影，不過傷口康復得快只剩一條傷痕，如有突起的話她
會考慮做激光磨皮。問會否順便去整其他部位？她笑說：
「多謝，我沒甚麼需要整，我不是話自己好靚，只是自然
樣比較珍貴，整過的人會看得出，但好多人好勇敢承認，
只是不想批評人！」DaDa指剛為新片《Z風暴》煞科，她
會放幾天假旅行充電，她笑言會跟公司保持聯絡，因大個
女一定不會再失蹤。

黎耀祥搵Bosco食蠔傾心事

錢國偉赴深圳為《夜蒲團》選角

會取用台灣的辣妹，之前已找過不少女演
員試鏡，計有李毓芬及「雞扒妹」鄭家純
等。他又指早前到台灣試鏡都好多辣妹，
十分犀利，要比香港女生大膽。
關楚耀初加入娛樂圈時，便在台灣起
步，這回返台灣拍戲，感覺很開心，問到
會否「露點」演出，他笑說「已經準備
好，一直都有操練做好準備，但未知是否
有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黎耀祥和兩位馬來西
亞演員龔柯允及程旭輝合演電影《丐世英雄》首映禮
昨日舉行，向來守時的祥仔昨日竟大遲到，遲上一小
時才到場，累得其他演員呆等，對此，祥仔深感抱
歉。
他解釋因正趕拍新劇《無雙譜》，昨日便拍攝外
景，差點趕不及過來看首映。祥仔透露該片是首部在
大馬拍攝的電影，大部分在檳城取景，當中亦有新加
坡演員。問到祥仔是否進駐大馬市場？他謙稱：「不
敢這樣講，都是老闆見馬來西亞電影開始蓬勃便着手
推廣，對自己而言是好開始，稍後會到檳城宣傳，也
莊思敏合作的電影《Delete 愛人》即將 是幾經艱辛才度到期宣傳。」
上畫，她也感到緊張，另最近她亦在創
近日被傳「澤崢戀」玩完的黃宗澤(Bosco) 有份拍攝
作一首反映時事的新歌。
《無雙譜》，Bosco可有受感情問題影響拍攝進度？祥
仔稱：「不會 ，因Bosco是專業演員，不過我同佢對手
戲不多，對方和岑麗香較多對手戲，(Bosco 和楊崢分
手？)全部都是說而已。（之前Bosco親口承認與楊崢拍
拖！）有些事的深度未必愛到難捨難離，我們很少談心
事，但他應承請我吃蠔，到時會摸着酒杯底問他好了，
(Bosco有否異樣？)大家在現場有講有笑，十分開心，況
且我們都專業，不會因私事影響工作的。」

薛家燕拒為錢幫神秘人做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新城電
台節目《開心家天下》前晚舉行春茗，
主持人薛家燕筵開 40席跟粉絲聯歡，邀
得 Bob、陳明恩及龍小菌等撐場。家燕
姐表示前日收到一份寄到電台的神秘公
文袋，上面附有「喃嘸阿彌陀佛」的字
句，打開一看內裡放了一萬港元，並要
求她為媒人想結識鄧麗欣，家燕姐笑
說：「我沒本事收這封大利是，也沒有
將這事跟鄧麗欣和方力申講，畢竟他倆
正在拍拖！」家燕姐希望寄件人能親往
電台取回這筆款項，或者將之作慈善用
途。家燕姐帶笑指可能是自己的形象太
親切，才會有人希望她能當上媒人，不
過為錢去違背良心的事她不會做，況且
她自認也算「疊水」，不用貪小便宜。
Bob 從新年至今也沒停過工作，原定
暑假一家外遊，現計劃可能因工作被迫
取消。至於龍小菌跟家燕姐、王祖藍及

■薛家燕（右二）主持的《開心家天
下》前晚舉行春茗。

黎
■耀祥和大馬演員龔柯
允及程旭輝等人出席《丐
世英雄》首映禮。

錢國偉偕關楚耀昨日到深圳
■
物色新戲演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錢國偉
（Wilson）昨日到深圳為其執導新戲《台
北夜蒲團》進行試鏡物色演員，有份演出
的關楚耀都有出席。現場試鏡演員以女的
居多，她們打扮性感又大顯舞技，表現相
當落力。Wilson 表示《台北夜蒲團》以瘋
狂喜劇形式為主，跟過往《喜愛夜蒲》系
列不同，主要是拍一班男仔到台灣夜場的
趣事，希望做到像 《醉爆伴郎團》這樣，

周麗淇讚男友

情人節禮物有心思

黃心穎稱不介
■
意執二攤。

DaDa 被「監視
監視」
」急遮胸

■周麗淇拒透
露是否與男友
蜜遊美加。

軒
■仔（左）前晚成幸運兒抽中獎。

■英皇春茗設有抽獎環節，向
員工大送獎金獎品。

梁靖琪因病缺席皮草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皮草之夜 2014」
昨晚在會展舉行，出席嘉賓有莊思敏、朱璇、
Jessica.C、陳靜（DaDa）、冼色麗、黃心穎等騷胸
鬥性感，但梁靖琪（Toby)卻因病缺席。皮草太子爺王
大業表示前晚才接獲通知 Toby 發燒來不到，故臨時於
昨日找來黃心穎頂替，他也理解病了也沒法強求，亦
相信她並非因離婚的新聞怕搶鋒頭才缺席。另談到舊
愛何超雲於本月 27 號生日，王大業表示也記得她生
日，也會短訊祝她生日快樂，記者指他倆現各自也單
身，會否有機會復合？他說：「沒去想，大家也想太遠
太多，保持朋友關係都幾好！」

呂慧儀甘貼錢打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呂慧儀昨日以嘉賓身
份出席《Big Boys Club》宣傳活動，她笑言近日中了
韓劇《來自星星的你》的毒，這幾天到超巿時會扮起
全智賢，而本身她老公也喜歡全智賢，但見她這樣亦
覺得「頂唔順」。呂
慧儀表示她從前不會
追星，現竟然想去追
星，希望香港多些老
闆會邀請外國明星來
港出席活動。
呂慧儀又指據知金
秀賢於 4 月來港工
作，她笑說會肯付
錢給主辦商請她與
金秀賢同場，且她
還已經下載了學韓
文的Ａpp，最基本要
學懂講「可以一起合
照嗎？」呂慧儀表示
老公喜歡全智賢她是
不會介意的，也不怕
老公發夢也記着全智
賢，只怕自己發開口
夢時大叫「都敏
俊」。她指老公上月
代表香港到過韓國接
受模特兒獎項，同場
尚有《星》劇演員朴
海鎮，並有一起合
照，可惜當時她正拍
劇沒同行，但看到這
張合照她即好感後
悔。

吳
■浩康強調再見莊思
敏不會尷尬，更不怕遭
女友扭耳仔。

吳浩康（Deep）穿上畢挺西裝，女友鍾舒漫（Sherman）則
以大露背打扮以情侶姿態出席春茗，同場尚有 Deep 的舊愛莊思
敏，Deep 的新歡舊愛同場可感尷尬？他表示：「大家同一個圈
子，在公眾場合見到很難避免，剛才大家都有打招呼。」在旁
的 Sherman 也表示不會尷尬，更透露向來以姐姐稱呼莊思敏，
她說：「早幾日去時裝店試衫時見過姐姐，她都同我講今晚會
來，我仲話到時見。」
至於將來結婚會否發喜帖給舊愛，Deep 竟在女友面前大膽
說：「梗係會，雖然過去了，這個人在我人生裡是好重要的
人，大家相處過很多年，建立好多嘢，就算感情關係不再，也
不代表一切告吹，她是我人生裡不可多得的人。」但見坐在旁
邊的 Sherman 扁扁嘴，沉默不語。問到 Deep 會否三人合照？他
笑說：「咁又無這必要。」

望跟金秀賢同場

呂
■慧 儀 近 期 愛
扮全智賢。。

鍾舒漫稱莊思敏做姐姐

■周慧敏指不
敢八卦古巨基
的婚事。

考
慮
人生大事

立時起哄，楊生即識做多送十部出來抽獎，其後由楊生擔任壓軸抽
獎嘉賓，容祖兒（Joey）提議楊生「加碼」十萬元現金抽獎，楊生爽
快答應，不過他身上只有 5 萬元現金，另外 5 萬便要後補給幸運兒，
Joey 便搞笑指楊生飲得好醉。而擔任表演嘉賓的巫啟賢分別獻唱
《太傻》、《心酸的情歌》，更邀請一眾後輩歌手上台合唱，大家
度過一個歡樂晚上。
當晚周慧敏(Vivian) 以神秘嘉賓身份現身，宣布將與英皇合作推出
福音碟，想於今年內完成，問是否見到 Sammi 出福音碟成功？她
說：「基督徒好似肢體互相造就，她都有祝福我出碟，很多謝她。
(會否搵老公倪震填詞？)他不熟音樂，填詞和寫文章是兩回事，但他
可以給我意見。」Vivian 又透露跟老公一起追看韓劇《來自星星的
你》。
說到其老友古巨基和緋聞女友兼助手 Lorraine 傳出婚訊，Vivian
謂： 「我未收到任何邀請，也不敢去八卦，要是他們沒主動講便不
會問，若然這事發生會好開心，我暗地期待，但不想給當事人壓
力，(有否度定你和倪震的期？)返去調查吓先，暫時沒發覺有異樣，
我們從來少講人生大事，但歡迎他說，總之自己不好意思主動去
問，會尊重他們，做任何決定都替他開心。」
基仔被 Joey 踢爆今年會有大 project 搞，不知是否暗示基仔搞婚
禮，當記者們恭喜基仔，他就裝傻說：「新年的恭喜？」續說：
「今晚只飲了紅酒，會酒後吐真言，我不是結婚，你由得我啦，我
去到剛熟透年紀，會考慮自己人生大事，首先多謝大家關心我成家
立室，真的要發生一定讓大家知道，(Joey 話你搞大 project？)這麼大
的 project，我未有經驗需要再研究下，現時未知自己咩時候咩地方
搞，(求婚沒有？)現時不興這些的，或者睇完《星星》，再看有沒有
啟發。」
基仔指婚訊傳出後被不少朋友追問，甚至父母都來問他，這
便證明沒有事發生過。記者指 Vivian 暗地替你歡喜，基仔說：
「佢暗地裡替我歡喜好多年，鬼鬼馬馬的，總之發生時，一定
會把開心事告訴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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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英皇集團前晚舉行春茗，
現場設有抽獎環節，老闆楊受成不停「加碼」益員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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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周慧敏默默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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