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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周
麗淇（Niki）與安志杰（Andy）昨
日穿婚紗和禮服宣傳最新金飾系
列，Andy向Niki送上價值5百多萬
的5卡的巨型鑽戒，令Niki興奮大
笑。
Niki表示昨日才首次與安志杰見

面，對方向她求婚只是工作上需
要，也是客戶要求。笑問Andy為
何不錫「新娘」周麗淇時，他笑
道：「我不敢，我相信她男友好
Nice，不會嬲。」現時單身的Andy
表示未有新戀情，有空只與朋友喝
酒說笑。Niki就大讚Andy喜劇細
胞濃厚，提議二人可合作拍喜劇。
至於Niki現實中會否要求男友跪地
求婚，她說：「不用，真的結婚時
會選擇低調和簡單，而且答應了老
闆要先做好工作，結婚還是順其自
然吧。」

Andy的舊愛謝婷婷與Sean的戀
情已算公開，他直言沒留意新聞，
而且也很久沒聯絡，他說：「知道
也沒所謂，不會不開心也不會喊，
一定會祝福她。」

安志杰知悉婷婷拍拖唔會喊

■安志杰跪地送鑽戒向周麗淇「求
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張
栢芝、李徐子淇、賭王太太梁安
琪、何超盈和湛琪清等人昨晚出席
晚宴活動，栢芝吸引十多名粉絲到
場支持，連「維園謝霆鋒」龍心也
被吸引到來，不時拿起DV反拍傳
媒。身穿藍色連身裙的栢芝到場後
只拍照未有接受訪問，但有向場外
粉絲揮手送飛吻。
賭王太太梁安琪日前生日，她笑
指自己年紀大，明年別
再提起她的生日，她
說：「生日願望希望何
生身體健康，小朋友事
業有成、世界和平、香
港社會和諧。」生日禮
物方面，何太表示獲
何生送吻外，子女也
選用多張她年輕時的
照片，製作成平板電
腦的保護套。提到何
猷君在微博上大爆何

太在聽兒子唱周杰倫的《聽媽媽的
話》時感動落淚，她直認道：「是
啦，激死人，歌詞很感動。」而被
弟弟「出賣」公開睡照的何超盈就
表示無奈和驚訝。此外，有指甄子
丹為太太汪詩詩的表妹湛琪清鋪路
入影壇，安排她在新片《葉問3》
中演出，昨晚湛琪清表示仍在商談
中，有接洽多部電影和劇集，暫時
未確定會否演出《葉問3》。

再會香港粉絲栢芝大送飛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
「演唱會之父」張耀榮日前因心臟病
猝逝，昨早其遺霜和子女張永康、張
麗芳為耀榮叔辦理身後事，而耀榮叔
的喪禮暫定4月18及19日假世界殯
儀館舉行，會以道教形式進行。
耀榮叔的兒子張永康昨早便到富

山殮房見爸爸一面及辦理死亡證，他
透露喪禮暫定4月18及19日在世界
殯儀館舉行，因父親幾十年前是世界
殯儀館承建商，而香港得幾間殯儀
館，父親常說好開心有一間是他建
的。問到會否設治喪委員會？張永康
表示仍在考慮中，很多事仍在討論安
排中。女兒張麗芳謂很多歌手和曾跟

父親合作過的藝人都有來電問要否幫
忙？不過很多事情未決定下一步點
做，我們很多謝大家的關心。
張耀榮一生對娛樂事業貢獻良

多，其家人會延續這份精神，張麗芳
稱：「今個星期六和日的伍樂城演唱
會，會繼續舉行，絕對沒有問題。」
她又承諾公司會如常運作，一定會繼
續做，延續父親精神，把娛樂帶給大
家。問到媽咪心情，張永康表示：
「老人家心情不會太好。」他們午膳
後，便親到世界殯儀館，並到地下的
靈堂視察一番，其後再到寫字樓商討
有關事宜，一行人約逗留一小時便離
開。

張耀榮子女承諾延續娛樂精神

台灣２型男未對戲已爆火花小天小天以「艷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慶全）以單車運

動為主題的電影《破

風》昨日舉行新聞發布

會，老闆楊受成、導演

林超賢、演員彭于晏

(Ｅddie)、阮經天及陳

家樂出席宣傳，台上展出合共一百萬港幣的單車，在拍

照時，彭于晏跟阮經天不約而同脫下外套騷身形。

兩大型男又不時互相取笑，小天收藏了彭于晏

不少不能公開的相片，更用此來要脅

對方。

香港文匯報
訊 昨晚容祖兒
以「麥當勞香港
兒童愛心馬拉松
大募集隊長」身
份出席晚宴，跟
小朋友們在台上
一同示範伸展運
動熱身操，並呼
籲大家踴躍捐款
支持。祖兒除身
體力行支持外也
有捐款，得悉在
麥當勞之家有一
個名為「祖兒樂
園」的公園，祖
兒興奮不已。
問到可懂照顧
小朋友？祖兒說：「照顧佢哋要有耐性、愛護，但同時
唔可以太擔心佢哋受傷，要畀啲經歷先得。（咁幾時先
擁有自己的小朋友？）一個人會延續自己的全部，包括
生命、性格同思想，呢啲真係好特別。但要再有多點準
備才可，始終不能夠衝動想生就生，自己還有工作在
身。（有冇諗過生？）我唔想話無，但未覺得係適當時
候。若要有自己希望是3字頭內有小朋友，事關40歲才
生的不能夠跟小朋友經歷太多的開心時光。」問到她是
否想與男友劉浩龍一同實現此計劃？祖兒頓時吃吃笑
道：「點知啫，（你覺得佢係咪有好基因？）唔知喎，
不過佢都係個開心的人，我想個BB開心，呢樣重要過一
切。」
提起張耀榮猝死，將會在下月18及19日舉殯，祖兒

很可惜因身在橫店拍戲未能出席。祖兒表示前晚聽到消
息都哭了很久：「諗起上次見耀榮叔係春茗，仲話要影
多啲相因為唔知我幾時再開演唱會，我諗我同耀榮叔係
有一種緣分，佢係我好尊敬的長輩。耀榮叔每次來捧我
個唱場，也非單單為『打咭』而已，而是真心去欣
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陳
展鵬、吳卓羲（Ron）與陳茵媺
（Aimee）等人昨日到元朗大棠野
戰場宣傳劇集《叛逃》，眾人穿上
整齊打war game裝備分組進行比
試，吳卓羲在槍林彈雨中不慎被子
彈擊傷手部，即場見紅。
陳茵媺在遊戲中表現驚青，不時

躲在拍檔翟威廉背後，但也被流彈
射中兩槍，幸好有護身衣隔擋，她
說：「我之前已很想打 War
Game，覺得好刺激，但原來被射
中是好痛，現在不想試了。」男仔
頭性格的Aimee表示以前有玩冰上
曲棍球激烈運動，也希望兒子將來
繼承衣砵，她笑道：「好想囝囝去
學做冰上曲棍球守門員，可以練到
身手敏捷，日後又可保護女仔。現
在他喜歡看書，但手腳好活躍，可
能遺傳了我們的運動細胞。」

吳卓羲同覺劇情不合理
日前有網友惡搞劇集關禮傑跳天

台的片段，吳卓羲坦言劇情是不合

理，說道：「跳過去是不合理的，
不要說人，連豹都不行啦。不過戲
劇世界是沒所謂，令關禮傑和展鵬
更有型。」陳展鵬就表示沒看過劇
集的完成品，跟觀眾一樣在電視上
收看，記得拍攝時也沒有很多誇張
場面，他說：「網民都好有創意，
一場戲可以放大到那麼抵死，可以
叫公司請他們來工作。其實此劇有
很多動作場面，大家都努力付出，
每場戲都是有血有汗，費盡心
機。」
此外，有報道指陳展鵬搭上美

容院老闆娘，對方更幫他打針整
容。展鵬就否認有整容，表示早
前患病致水腫，所以照片有很大
分別。問他有否想過整容時，展
鵬說：「認識我的朋友就會分辨
到我有沒有整容，將來科技可能
已發展到吃一粒藥就年輕 20 年
呢。」吳卓羲也不覺展鵬有整
容，只覺得對方瘦了越來越靚
仔。他表示自己崇尚天然不會考
慮整容，甚至敷面膜也很少用。

陳展鵬否認整容
稱水腫致變臉

台灣兩大型
男小天與彭于晏

接受訪問時表現老友鬼鬼，經
常互相取笑又互補不足，談到今次二人也演單車
運動員，電影公司已找來香港教練準備為他們操
練，到6月就正式投入拍攝。彭于晏笑指一直在
等小天的期，小天反駁說：「沒有啦，我都等你
合作幾年了！」二人也表示懂得騎單車，正要強
力訓練他倆的耐力及大腿力量似足運動員一般，
所以會安排一些器材能在酒店內也可練到。
提到戲中要到歐洲及內地等取景拍公路賽的場
面，會否擔心有危險？二人表示單車的車道應該
會有所管制。小天笑指相信彭于晏會保護他，因
之前他拍過運動的電影，彭于晏則指小天也曾是
游泳選手有運動細胞學得很快，小天即搞笑說：
「我就是等你講出來！」不過彭于晏曾拍過林超
賢《激戰》的打拳場面，感覺對方是個「魔
鬼」，而他為免小天擔心，便安撫說導演只是愈
拍愈high。
戲中二人不用特別操練出肌肉，但卻要穿緊身
單車服，重要部位隨時現形，問二人會否怕尷
尬？小天說：「我們兩個不會尷尬，因為該看的
地方都看過了！」彭于晏坦言跟小天是老友，對
方收藏了他不少不能公開的相片。小天一臉得意
洋洋說：「前幾年拍過一張，今天又補拍了一
張，不同時期的都有了，你們想不想看？」接着
跟「老友」說：「你要對我好一點喔！」

小天否認已秘婚
當提到爾冬陞說過有藝人要求多檔期難遷就好麻煩，傳聞此人正是彭于晏，
他即回應說：「外傳嘛！導演不是在網絡已澄清過嗎？」小天在旁力撐表示早
前見過爾導也問過這人是誰，對方講出是另有其人，只是不能公開講給大家
知，彭于晏則仍希望再繼續跟爾導合作。
對於傳出小天跟女友許瑋甯已經秘婚，彭于晏即恭喜他，小天則回應：「我

結婚一定請他（彭于晏）！」彭于晏坦言自己也未接到通知，應該不是真確。
小天強調將來結婚時不會講，但婚後一定會公開，只是到目前他尚未求婚，也
想快一點走到人生另一階段。小天打趣說：「但我要等Eddie，他媽媽見到我
會打我，常叫我介紹女朋友給他。」彭于晏立刻將手搭到小天的手上笑說：
「其實你是等我！」小天才認真地表示到適當時候會告訴大家。

姜文取笑葛優光頭
至于姜文執導的3D電影《一步之遙》，前晚舉行發佈酒會，出席者包括姜
文、楊受成、馬珂、利雅博、尹紅波等人，一眾英皇藝人如陳家樂、張致恆、
許靖韻等均有現身撐場。
《一》片有不少歌舞場面，電影公司特別安排一位性感舞蹈員表演。其間楊
受成又打趣地表示自己是姜文的粉絲，姜文隨即回應：「我怕你說是葛優的粉
絲啊。」及後訪問期間，有記者問到會否妒忌葛優？姜文繼續拿葛優開玩笑：
「我恨他，我恨他頭髮比我早掉光。」說罷隨即摸摸自己的頭，十分搞笑！

祖兒望40歲前生B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李

慶全）薛芷倫與三位拍檔合資的的
食肆昨晚開幕，出席嘉賓有熊黛
林、陳加玲、周汶錡、琦琦、范姜
及司馬燕等，穿低胸性感裝束的薛
芷倫出現時由一位韓籍男模特兒陪
同，並即場送花予她，她指對方只
是其好友。昨晚其前夫馬清偉及女
兒也有來捧場，薛芷倫表示他們都
是精神上支持她。
陳加玲早前就被翻20年前情史發

過聲明，一見到傳媒即主動表示不
想講其他事。但近日卻又有傳聞指
其姐姐陳秀雯跟前夫林國雄負債代
還以致經濟拮据無奈復出，並且身
體發胖不少。陳加玲即代為澄清姐
姐的情況並非如此，她說：「家姐
從小到大都水腫，吃錯少許就腫，
可能是拍照的角度問題，我知她過
去一年花了不少錢去美容瘦身，狀
態好好呀！」問到姐姐是否要復
出？加玲表示知道姐姐有幾個劇本
在接洽中，過往她挑選劇本也很挑
剔，在自己曾當製作時姐姐都有問
她很多意見和有其想法，故復出與
否還是由她去決定。

代姊澄清經濟無問題
問到有否致電予以姐姐支持？加

玲說：「我們是心照的，自從六年
前(與前姐夫林國雄之間的錢銀瓜
葛)的事，我們也沒見過面，我都想
見，但她好忙沒機會，不過應該好
快會見到。」問知否姐姐的經濟狀
況？她強調是沒有問題。
另熊黛林也有興趣開食肆，因可

以有家自家餐廳，跟相熟朋友吃飯
也可安心不會被偷拍，問會否想開
火窩店？她笑說：「好像不太適合

我，我喜歡安靜和浪漫一點，可以
傾偈！」記者笑她從前跟郭富城經
常去打邊爐豈不是很不浪漫？她笑
笑口說：「比較夜吃飯也沒太多地
方選擇！」

■右起：彭于晏、阮經天及陳家樂
合拍電影《破風》。

■■左起左起：：陳展鵬陳展鵬、、陳茵媺與吳卓羲穿好裝備打陳茵媺與吳卓羲穿好裝備打war gamewar game。。

■祖兒與小朋友相處甚有心得。

■陳加玲

■彭于晏脫下外套騷身形。

■曾是游泳選
手的小天充滿
運動細胞。

■姜文（中）、楊受成（左二）等

舉杯預祝《一步之遙》票房報捷。

■薛芷倫獲前夫馬清偉及女兒捧
場。

■■張栢芝一出現張栢芝一出現，，吸吸
引大批記者拍照引大批記者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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