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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官恩
娜（Ella）和衛詩雅昨日出席護膚品
牌活動，由於二人都擁有明亮大眼
睛，故被封為「電眼女神」，Ella的
眼眸帶有「臥蠶」，她自爆當年有前
輩提議她將之割掉，但她沒有聽從，
沒料現在已變成潮流。
問到男友有讚她眼神迷人？Ella笑
笑口說：「都有㗎，詩雅都擁有電
眼，我們都屬黑眼珠大的人，雙眼水
汪汪，很多人指這是桃花眼，多情兼
易動感情，我是超級喊包，開心和不
開心都會喊，感情豐富的好處是有助
演戲。」

已心有所屬的Ella自爆身邊仍有其
他追求者，她謂：「原來有些人很喜
歡競爭，雖然自己表明已有男友，對
方竟說你的幸福應該我給你，我覺得
一點也不浪漫。」
詩雅被指擁有桃花眼，她表示：

「有桃花是好事，特別是工作上的桃
花。」大家指她仍是單身一族，詩雅
即謂：「所以要用眼霜按摩多些眼
部，令雙眼更水汪汪。」問她可有追
求者？她說：「作為公眾人物都會小
心一點，若然對對方沒有意思便不會
隨便赴約，盡量避一避，寧缺勿
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近日有報
道指粵劇老倌阮兆輝原本下月底，答允鳴芝
聲粵劇隨團赴長洲演出數場神功戲，惟因撞
期辭演，輝哥太太兼經理人鄧拱璧日前透露
劇團向她提出追討8萬元違約金。鳴芝聲班
主劉小姐昨日就違約事件作回應，她澄清劇
團從沒有要求輝哥賠償，更表示自事件發生
後，劇團一直努力尋求可以令長洲主會及輝
哥接受的共識，最後經過三方協調後，輝哥
願意捐助香油4萬元予主會，而主會也接受
這個解決方法。

蓋鳴暉對輝哥辭演感不快
而蓋鳴暉、米雪、關菊英與伍衛國等人昨
日錄影由黃淑儀主持的新節目《吾淑吾
食》，早前有傳蓋鳴暉向阮兆輝追討劇團損
失，她澄清是阮兆輝與主辦單位之間的問
題，她從沒有向對方索償。
蓋鳴暉解釋輝哥一直是他們劇團的班底之
一，但因對方弄錯檔期同時接了兩劇，最後
要推掉劇團演出。她說：「希望別人的出錯
不會令劇團有損失，影響聲譽，公道自在人
心。」問到為何阮兆輝不是優先為劇團演
出？蓋鳴暉說：「我也是一個問號，希望雙

方可以盡快解決。」蓋鳴暉強調今次事件責
任不在劇團身上，至於下月底就要演出的劇
目，會否另覓人選頂替？她說：「角色不可
以求其，都要對方主辦單位肯接受，現在仍
在傾談中，自己都有為此事不開心。」
米雪透露下月會到南非探訪扶貧，完成後

再到新加坡做《我和春天有個約會》舞台劇
巡迴，她表示今年主力做外出工作，相信未
必有機會幫無綫拍劇。提到《春天》長做長
有時，米雪笑言事隔18年再演出此劇，難得
一班演員能夾到時間出埠，可以滿足外地影
迷想看舞台劇的希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江若琳昨日穿露腰裝出席
一藝術展活動，她即場在藝術
品上寫上給予外婆的祝福，她
表示外婆已經80多高齡，由於
定居廈門較少見到她，故很掛
念她，因她跟弟弟都是由外婆
照顧，感情很深厚。她指今個
新年在拉斯維加斯登台完畢，
也立刻飛往廈門探望外婆，外
婆還催她何時才報喜訊，她還
更表示要介紹男生給她，江若
琳也只好安撫外婆說太早結婚
就不能賺錢給她享福了，外婆
聽罷也沒再追問下去。
江若琳坦言一直也恨拍拖，
因這幾年的生活也很枯燥，雖
然她是不乏追求者，要拍散拖
並不難，但卻想找個認真的，
才遲遲未抉擇好。至於其擇偶
條件？江若琳笑說：「原本我

的條件是很簡單，夠專一、誠
懇和不說謊就可以，但看過
《來自星星的你》，就被金秀
賢演繹的完美男友典範影響深
遠。」她笑指現每日都看3次該
劇，感覺現在找男友真有點難
度，莫非真的要到火星才找到
男友？江若琳在多年前說過在
30歲前結婚，現已經26歲，她
希望外婆能長命百歲，仍可以
看到她嫁人的一天。她又指外
婆也有給壓力她想要抱曾孫，
其父親更對她說，要是有空的
話，不介意她先生個小朋友，
但她本身是計劃到34、35歲才
生兒育女。
據知《來自星星的你》香港
開拍電影版，江若琳笑指不敢自
薦演出，最想是看到原班人馬拍
電影版，不然就由舒淇配柯震東
及彭于晏，感覺都很合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昨日是無
綫戲劇製作總監梁家樹榮休日子，無綫特別
為他設歡送酒會，除舉行切燒豬儀式外，更
送上「榮休金牌」；而志偉、三哥苗僑偉和
三嫂夾份買20尺超長巨型蛋糕送給梁家
樹。行政主席梁乃鵬博士表示無綫是46年
來首次歡送一位高層，他說：「其實酒會只
是有一半意思，歡送他做戲劇部總監，但另
一面就歡迎他做製作高級顧問，所以是一迎
一送。」
梁博士更透露梁家樹早年已有外闖的意

思，現在他頭炮就是為無綫開拍《衝上雲
霄》電影版，製作費高達一億元。73年加

入無綫効力37年的梁家樹，雖然中途有離
開過，但幾乎所有青春都獻給無綫。他說：
「始終37年要離開都會捨不得，我在這得
到好多東西，亦認識了太太，現在子女都長
大就感覺時光飛逝。」對於頭炮作品《衝上
雲霄》電影版，梁家樹稱會在5、6月開
拍，男主角落實有吳鎮宇、張智霖和古天
樂，女主角則仍未落實，會偏向挑選內地女
演員。

黃宗澤胡杏兒同場不合照
昨晚超過200位台前幕後來歡送梁家樹，

藝人包括汪明荃、薛家燕、曾志偉、林峯、

佘詩曼、馬國明、黃宗澤（Bosco）、胡杏
兒、陳山聰及馬德鐘等。過氣情侶黃宗澤和
胡杏兒同場見面未有打招呼，二人各據一方
做訪問，當黃宗澤得知杏兒到場時，做完訪
問即借故離開，對記者要求二人合照時，他
帶笑道：「你們真的麻鬼煩。」對於黃宗澤
與楊崢分手傳聞，有指黃母嫌棄楊崢年紀
大，罵他有兩位媽咪，Bosco說：「阿媽邊
有鬧我？今日不談這些，是來恭賀梁家樹，
不要功高蓋主。」Bosco表示拍拖事二人會
處理，不會常拿出來談論，不用700萬人來
做見證。二人是否感情沒變？他說：「唔好
講啦，畀條生路來行。」
胡杏兒感激梁家樹當年大膽起用她做主

角，就算她表現不好也鼓勵她，對他離開感
到十分不捨。問到杏兒會否參與《衝》電影
版，她表示稍後要開拍新劇《陪着你走》，
會等候公司安排。對於再遇舊愛Bosco，杏
兒表示不會尷尬，而且她剛從巴黎遊玩回
來，不知對方與楊崢之間的新聞。記者笑杏
兒上載舉腳相贊成Bosco分手，她說：「不
要亂講，我都不知他們的事，張相只是助手
影的。」另外，三哥苗僑偉坦言與梁家樹相
識30年，多謝對方十年前一手帶他回來無
綫拍劇。佘詩曼與林峯都不捨梁家樹的離
開，阿佘大讚對方做事大公無私，將來有合
作機會一定會幫忙。林峯就稱自己九成的劇
集都是出自梁家樹，讚對方與演員之間感情
好如家人一樣。

《星星》粉絲江若琳呻難遇理想男友

官恩娜衛詩雅被封「電眼女神」

阮兆輝撞期辭演劇目阮兆輝撞期辭演劇目

鳴芝聲劇團否認索償鳴芝聲劇團否認索償

向外闖頭炮拍電影版《衝上雲霄》

梁家樹榮休眾星歡送

擇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Style模特兒公司前晚舉行春茗，熊黛林

（Lynn）、琦琦、周汶錡、馮德倫、黃百鳴及丁子高等出席，Angelababy

（楊穎）卻姍姍來遲，原來她是收工並帶病趕來，但並沒接受訪問，可能是不

想回應被拍到跟男友黃曉明回青島拜年時，曉明為Baby拿手袋表現親密的新

聞。Lynn都揚言恨拍拖，更指她擇偶條件很簡單，只要是單身，及要看在一

起時的感覺。

見Baby愛情得意也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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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同門Ｂaby與男友好甜
蜜，問到Lynn會否也想

有這樣的終身伴侶？Ｌynn笑着
答謂：「這也急不來，一直沒
適合的不能硬要找個一起，其
實我要求條件很簡單，是單
身，也看一起時的感覺。」
Lynn坦言沒給上一次分手所嚇
怕，也會恨拍拖。
至於會否再找圈中男友？她

則表示不能肯定，雖然圈外人
較好，但也怕人家會不習慣圈
中生活，戀情曝光又要給起家

底，普通人未必受
得到這些壓力，做

其男友必定要有較好的心理質
素。Ｌynn再澄清之前同遊的新
加坡富商只是其朋友，對方早
已心有所屬，她也要求個沒老
婆也沒拍拖的異性。
最近掀起《來自星星的你》

熱潮，Lynn也準備追看，要是
拍香港版她能當女主角定會好
開心，因戲中靚人靚衫，韓星
向來高大有型，她最喜歡鄭雨
盛夠man又帶點害羞好可愛。
不過要是當男友她倒不想太高

大，因怕生出
來的女兒比她
還要高定難找

男友，最好是跟她高度相若
就可。

信舒淇拍得住全智賢
在港掀起「星星」熱，琦琦

指老公任達華拍《盜賊門》時
跟全智賢及金秀賢結緣，曾經
在韓國有跟他倆吃飯，當時還
不知金秀賢很紅，故沒太深印
象。琦琦表示也會追看《星》
劇，因看到有幾件衫跟全智賢
所穿的一樣，也讚對方美麗自
然，其鬼妹仔的演技，香港只
有舒淇近似。
此外，馬詩慧大女王曼喜

（Kayla）早前被拍到跟外籍女

生當街咀嘴，王曼喜表示獲得
媽咪支持也很感激，以後也懂
得避忌，她憶述當日被拍照時
很驚訝，因忽然有人向她衝來
拍照，也只好立刻致電媽咪求
救。王曼喜否認跟這位外籍女
生拍拖，彼此只是好朋友，即
使咀嘴也只因天氣冷，且西方
人是較熱情。
不過，王曼喜覺得愛一個人

不會分性別，她對這位外籍女
友人是有點好感，也得看發展
的機會，總之獲家人及朋友支
持，她感到足夠沒必要再作交
代。馬詩慧表示讀書時的女同
學也會如此，即使她跟女兒也
一樣會咀嘴，她亦見過女兒的
朋友，感覺也等同自己的朋
友，之後兩母女即場
扮咀嘴任大家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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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綫為梁家樹設歡送酒無綫為梁家樹設歡送酒
會會，，獲大批藝員歡送獲大批藝員歡送。。

■梁靖琪（左）到場賀爸
爸榮休。

■黃宗澤和胡杏兒各據一方
做訪問。

■官恩娜為衛詩雅示範試用產品。 中通社
■左起：米雪、蓋鳴暉、伍衛國與關菊英昨
日錄影《吾淑吾食》。

■■蓋鳴暉否認蓋鳴暉否認
向阮兆輝向阮兆輝((左左))
追討劇團損追討劇團損
失失。。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