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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杏兒跟黃宗澤（Bosco）分手後，
一直維持單身狀態，雖然曾偶爾與

男星傳出緋聞，圈中好友胡定欣、黃智雯
等也透露過杏兒多人追，但都沒有下文，
直至昨天杏兒終於高調在網上展示攬仔
照，讓人不禁懷疑她有意公開新戀情。
杏兒昨日下午在微博上載一張攬仔相，相

中的杏兒一臉冧樣，更留言道：「我找到
了！」之後又加上3個心心圖案，不論照片
或是留言都令人覺得杏兒墮入愛河了！可惜
男主角卻背對鏡頭沒露出真面目，杏兒亦未
再多說男方是何人。網友們見狀大多向杏兒
予以祝福，與舊愛Bosco的「澤崢戀」不被
外界看好的情況，大相逕庭。
昨日定欣與毛舜筠（毛姐）以健康食品代言

人身份拍攝廣告，廣告中二人穿上健康舞衣大
展舞技，定欣更露出小蠻腰。定欣表示和毛姐
相識多年，但一直未有機會結戲緣，反而可以
合作拍廣告故感到很榮幸。問到有多少位數酬
勞？定欣展露一個滿意的笑容說︰「代言一年有
6位數字，係大六位喎，好滿意，其實最重要都
係產品健康，可以sell到正面形象。」甫踏入
2014年定欣已拍了4個廣告，她笑言開了一個好
年。

拒談男方是否李思捷
定欣上周與好姊妹胡杏兒及黃智雯等結伴到韓國旅行，由於有工作

在身，故提早前日回港，談到杏兒昨日上載了一張伏在男子膊頭相到
微博，並留言：「我找到了！」問到相中男子是誰？是否杏兒在韓國
覓得的新歡？她即故作神秘說︰「張相係我影，但我唔講得係邊個亦
唔可以拆穿，杏兒佢哋仲喺韓國玩緊，留返杏兒返港自己講。」雖然
定欣不肯吐露半句口風，不過網上發現有影片，證實韓國之旅李思捷
也有同行，再問到相中男子是否就是李思捷時，定欣不置可否，只
說︰「總之我祝福杏兒，一直都想佢快啲搵到個Mr.Right！」

毛姐指舒淇演千頌伊太老
毛姐出任了產品代言人已有3、4年，她承認酬勞每年都有增加，感

到很滿意。問到在廣告中要跳舞可會有難度？她笑說︰「跳少少ok
啦，但我已經出晒汗。」談到工作，毛姐表示最近未有接新戲，因為
沒有適合劇本，更坦言想拍一些女人戲，而不是只站在主角旁邊做陪
襯。
不用拍劇的毛姐又自爆近日有追看人氣韓劇《來自星星的你》，更

笑言可以演全智賢阿媽的角色，或者可以演好那個乞人憎男經理的角
色。由於該劇在亞洲區大受歡迎，有傳香港片商有意購入版權開拍電
影版，並屬意由舒淇飾演女主角千頌伊，毛姐聞言一時衝口而出說：
「舒淇年紀會唔會大咗少少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周汶錡、周麗淇
（Niki）、鄭希怡（Yumiko）及何嘉莉等前晚出席一
髮廊周年慶祝酒會，Niki被問會否偕男友徐正曦一起
同來剪頭髮，她笑言看他喜歡。
日前楊穎（Ａngelababy）獲男友黃曉明送車又送

花，Niki表示也替Ｂaby開心，感覺他倆似對金童玉
女。但會否也恨男友這樣浪漫？她笑說：「不能比
較，每個人也不同，可以用開心的方法，我要求好簡
單，有自己空間就可以了！」問到男友又是否個浪漫
的人？Ｎiki表示這不可作比較，開心就可以了，不過
男友也算浪漫，他會久不久有驚喜給她。問是否像她
到美國登台，男友也來陪伴好感浪漫？Niki笑說：
「哈哈，留回一些秘密給我，他也還可以啦！」至於
她又如何對男友？Niki笑指自己對男友倒沒這般心
思，感覺現在的男士比女士更加細心，她最多就煲靚
湯給男友滋補。問男友可有讚賞，又有否每次把湯飲
光？她哈哈笑說：「他沒讚，但他可以不把碗湯飲光
嗎？」

Yumiko高呼：我要做Baby
鄭希怡聲帶結繭於下周動手術，她苦笑現要盡情講說

話，也要寫定一些平常經常會講的話的字條。問到當中
會否有些是跟老公講啲肉麻字句？Yumiko帶笑說：
「沒有呀，我兩個也很實在，以行動關心為多，最多會
寫『不好嘈』，因平常多人來我家吃飯會好嘈吵。」
提到Baby收花又收名車，Yumiko也羨慕地讚黃曉
明好勁和有誠意，不過她老公也曾送過車給她，但當
時是家裡需要用到。她又指自己倒有點內疚因從沒送
過名貴的禮物給老公，記者笑她送了自己已是最珍
貴？Yumiko帶笑說：「我不是太值錢呀，我要做
Baby呀，這真是不少女孩子夢寐以求的事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陳法蓉
（Monica）、洪卓立、張致恒、許靖韻及有
「翻版鄧麗君」單紫寧等，前晚出席《東華三院
143周年NOSTALGIA慈善晚會》，當晚東華三
院主席、賭王何鴻燊三太陳婉珍亦有現身，更親
自迎接特首梁振英伉儷入場。
三太的大女何超雲及兒子何猷啟亦有到場支持

媽媽，晚會開始後才匆匆到場的超雲，明顯清減
不少，問到她日前如何與母親慶祝生日？她只微
笑表示趕進場未有回答。
近日盛傳懷孕的Monica，前晚穿上貼身開胸

晚裝示人，以澄清大肚報道。問到未婚的她可介
意報道時，她豁達的笑說：「他們讚我身體好，
40多歲還懷孕。」Monica 又謂凡事有序，要拍
拖、結婚再生仔。目前單身Monica透露身邊不
乏追求者，她說：「不過叫得追求者即不是男朋
友。（你要求高？）最重要人夾人，人揀我時，
我揀人，緣分未到而已，
（未感寂寞？）有『星
星』（《來自星星的
你》）陪我嘛，之前情人
節還跟朋友到新加坡旅

行。」提到黎瑞恩婚變的消息，
Monica即封口拒絕回應，只透露
有問候對方。
此外，於席上獻唱鄧麗君經典

金曲的單紫寧，又不忘宣傳自己
將於5月 2及 3日在伊館舉行的
《2014 單紫寧伊館君再來演唱
會》，她表示由於這次演出經鄧
麗君文教基金會授權，因此要求
比以往更嚴格，她說：「演出會
播出鄧麗君生前片段，她三位哥
哥也有拍片支持，會於記招上播
出，每一個環節都經過他們審查
和同意，記招當日還會派人從台
灣飛來宣佈重要事宜。」以鄧麗
君作榜樣的單紫寧更透露將撥出
部分歌酬以作慈善，延續鄧麗君
的愛心。

香港文匯報訊古巨基、陳
偉霆（William）、森美及林
德信等昨日獲邀為美容產品
頒獎典禮擔任頒獎嘉賓，早
前有傳基仔與拍拖多年的助
手Lorraine於美國完婚，雖
然當事人經已否認，但兩人
早已是大家眼中的一對，基
仔一到場即被笑問「古太」
身在何處，令他略顯尷尬口
窒窒說：「不懂答啦，『得力助手』（指Lorraine ）
來了，（還是助手沒昇華？）遲些吧，多謝經常提
我。」
提到黃曉明近日為女朋友Angelababy送上驚喜，又

有指兩人已秘婚，問到他會否同樣在計劃驚喜？他
說：「那我真的最喜歡給人驚喜，（結完婚才公
布？）應該不會，若有這想法樂意跟大家說。」至於
曉明送上寫有「老婆」兩字的生日蛋糕予Baby，基仔
聞言即感意外說：「真的嗎？恭喜他們，（你跟
Lorraine也以『老公老婆』相稱？）她叫我老闆，或
基仔啦，出道至今也是，（她對你也沒昇華過？）那
麽我也要檢討一下。」
此外，身為Baby前男友的William難免被問到對方

高調收名車與秘聞傳聞，William說：「從網上與朋友
中得知，真心替她高興，（祝賀Baby生日？）沒有，
其實已很少聯絡，（覺得做法很高調？）每個人也有
自己生活與戀愛方式啦。」至於有傳Baby身懷六甲，
William就表示不相信，問到他會否同樣為女友蔡卓妍
（Sa）送上驚喜？William說：「自己跟阿Sa偏向簡
單，食碗魚蛋粉都可以，（買車給阿Sa？）她自己未
考牌前已經買了，（那買樓？）我可以的，會盡量滿
足她，要知道對方真心需要甚麼。」

跟Lorraine未以公婆相稱
基仔自言要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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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胡定欣昨日到柴灣拍攝健康食品

廣告，對於好姊妹胡杏兒上載了一

張伏在一神秘男肩膊的相片到微博，

並留言: 「我找到了! 」令人聯想到她

有新戀情，早前與杏兒去了韓國旅行的

定欣，承認相片是由她操刀，但就不肯

回應相中人是否杏兒的新歡。不過網

上有影片流出證實韓國之旅李思捷也

有同行，再問到相中男子是否就是

李思捷時，定欣則不置可否。

杏兒公開攬仔照疑有新歡

杏兒公開攬仔照疑有新歡

我唔可以拆穿
我唔可以拆穿拍攝者拍攝者

胡定欣：

香港文匯報訊許志安、張敬
軒及馬德鐘等昨日現身四季酒店
出席美容雜誌頒獎典禮，提到安
仔女友鄭秀文（Sammi）為徐小
鳳演唱會擔任嘉賓時獲贈對戒，
安仔就言已收到小鳳姐一番美
意，他說：「小鳳姐好搞笑，多
謝她，（為什麼不戴？）隻戒指
個圈好大啦！」
說到美容心得，安仔表示做運

動與流汗最緊要，提到他不時與Sammi齊齊跑步，安
仔說：「雖然跑的時候沒有太多東西說，不過有個伴
安全些。」那是否不放心Samm獨自跑步？安仔就言
晚上全面禁止對方做運動，他說：「夜晚做運動是不
對，跑步機都不行，會跳fuse，夜晚做運動，心跳太
快，會生命有危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寧寧）中國著名導演吳天明昨
日上午因心肌梗塞在家中過世，享年75歲。中國導演
協會主席李少紅與吳天明導演女兒通完電話後，透露導
演去世的過程：「吳導演是早上8時左右感到不舒服，
給他助理和女兒電話，但是由於還在上班高峰時間交通
擁堵，不論是救護車或人都堵在路上，無法及時趕到，
錯過了最佳的搶救時間，不幸與世長辭。」
吳天明任西安電影製片廠廠長期間，大膽啟用張藝

謀、周曉文、黃建新、顧長衛等一批有藝術造詣的新
人，是不少第五代導演的伯樂。黃建新稱吳天明為恩
師，顧長衛親切稱其我們頭兒，他的離世令大家都感
惋惜。
昨日下午張藝謀透過藝謀工作室發微博稱：「驚悉

吳天明導演去世，震驚難過，幾個月前還跟他共同籌
劃一部影片，不料竟成永別！吳導一路走好，嫂子和
女兒節哀保重！藝謀。」

多位名導深切哀悼
2012年吳天明曾出演張揚執導的《飛越瘋人院》。

張揚在微博上表示「太震驚了，拍《飛越老人院》
時，他還活蹦亂跳的，去年他還自己導了一部電影，
感覺他的身體一直很棒，這是怎麼了，幾位導演都突
然的離去，真的是空氣差得不讓人活了嗎，深切哀悼
吳天明老師。」還有導演謝飛、王小帥、陸川、高群
書、黃建新，知名編劇鄒靜之，演員徐崢、王珞丹等
及眾多網友在微博上表示悼念。
因為兩岸三地電影交流活動讓香港導演與其結緣，

吳思遠、張之亮、陳可辛等相熟，陳可辛還寫道：沉
重哀悼最應該受到尊敬的中國導演。
1974年，吳天明參加了《紅雨》的拍攝工作，在著

名導演崔嵬的指導下，開始接觸到導演領域。1974年
進入中央五七藝術大學電影導演專業班（後為北京電
影學院導演進修班）學習。回廠後，當任助理導演和
副導演3年。
1979年與滕文驥聯合執導《生活的顫音》崛起影

壇，接着憑借獨立執導《沒有航標的河流》受人注

目。《人生》是他的代表作；《老井》、《變臉》成
就了他藝術創作的高峰。影片《老井》先後獲1988年
第8屆金雞獎最佳故事片獎、第2屆東京國際電影節
大獎。他指定張藝謀主演《老井》，張藝謀也憑借該
片獲第二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男演員獎，成為中國
第一位A級國際電影節影帝。
吳天明性格率直，於今年1月出席「劇本創作與時

代精神」座談會，會上他直指，目前許多影片票房很
高，卻沒有精神。現在有些電影人只顧掙錢，放棄社
會責任，放棄挖掘民族精神。又毫不客氣問張藝謀，
拍攝《三槍拍案驚奇》你想告訴人什麼？可見對電影
藝術的社會責任之堅持！

著名導演吳天明心肌梗塞去世

安仔禁Sammi晚上運動

周
麗
淇
讚
男
友
會
給
浪
漫
驚
喜

周
麗
淇
讚
男
友
會
給
浪
漫
驚
喜

■杏兒攬着疑似新歡的男士時一臉甜蜜。網上圖片

■胡定欣與毛舜筠於廣告中大展舞姿。

■■胡杏兒胡杏兒、、胡定欣及黃智雯被胡定欣及黃智雯被

網友拍到遊韓國網友拍到遊韓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李思捷被眼尖的網友發現是同行者之一
李思捷被眼尖的網友發現是同行者之一。。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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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天明(左)1987年在東京國際電影節上接受對《老
井》獲獎的祝賀。 新華社

■吳天明是張藝謀、黃建新及顧長衛等名導的伯樂。

■陳法蓉透露身邊不
乏追求者。

■古巨基

■■安仔感謝小鳳姐安仔感謝小鳳姐
美意美意。。 中通社中通社

■周麗淇與
胞姐周汶錡
出席酒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