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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志 偉 （（ 左 二 ） 、 陳 百 祥
■
（（左三）、譚詠麟等有份投資
的火鍋店昨日開張。。

■黃宇詩(中)自家內衣品牌開業，曾
志偉(左)更是品牌股東。

黃宇詩開舖賣女性內衣

志偉看好市場揼本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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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曾志偉、陳百祥
(阿叻)、譚詠麟等昨日為有份投資的火鍋店任開張嘉賓，郭政鴻、陳
山聰舞醒獅助慶吸引大批市民圍觀，而方力申、馬德鐘、顧芮寧等也
有到場支持。世界盃近日進行得如火如荼，不過蔡卓妍(阿 Sa)前日就
在微博投訴不能免費收看世盃，阿叻就力撐無綫沒不對，指無綫專誠

先只有6個人夾份，結果現在變成六
十多人，共投資7位數字。提起世界
盃，阿倫笑說返老還童，弄得滿臉暗
瘡，現時最少看兩場，有時間就會睡
覺補眠。
說起阿 Sa 近日在微博投訴因無免
費世界盃看感到傷心、憤怒，阿倫
也笑道：「看過 22 場突然沒有，我

挑選了 22 場賽事來播放，懂得看波的人付出少少也應該。
也只好被迫續約，但最基本尾的那
數場也一定要有。不過生意始終要
本錢，我也是續了 3 個月，每個月
百多元還負擔得起，這個問題問阿
叻吧！」
談到阿 Sa 投訴，阿叻笑指細路女
不知足球很昂貴，無綫投資了4億，
還專誠挑選了 22 場賽事，若果換成
是 Now 或有線，全部賽事都要付
費，其實不是每個人懂得看波，懂的

江欣燕指胞妹不攻心計
趙學而就坦言未有興趣做個人
生意，因這件事對她來說很難很
辛苦，並透露近期為觀看世界盃
捱了6日夜。問她對今屆賽事是否
大跌眼鏡？她笑言：「幸好我沒
有賭錢！（你捧哪隊？）情意結

人付出少少也應該，無綫沒有不對，
不明為何還要投訴。但說到可否再蝕
多點？阿叻說：「我已叫它(無綫)再
蝕多點，兩年後再拿個奧運(播放
權)，屆時又再蝕多點，這個老闆已
很好，不覺得無綫刻薄。」

阿叻笑克勤含淚捧英國
又說起英格蘭跟決賽無緣，阿倫笑
言有叫好友李克勤早日穿上英格蘭球

衣，否則就沒機會，自己會支持巴
西，問到可有賭波？阿倫很尊重足
球，最多只是跟朋友賭牙骹戰，而他
稍後會過巴西，因太危險不會帶兒子
同行。
至於阿叻會與太太黃杏秀去巴西，
而英格蘭輸球，阿叻取笑克勤道：
「他是含淚捧英國，喜歡個女生也要
為她死，我都是含淚捧黃杏秀，我就
捧荷蘭，今年有機會贏。」

樂易玲擬炒 Coffee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林芊妤（Coffee）與男友人在殘廁
「Gathering」一事引來全城話題，無綫對旗下藝人作此舉動也甚表關
注，無綫高層樂易玲昨日坦言有意跟 Coffee 終止合約，又踢爆對方事
發後沒有向公司請假便擅自離港，有違合約精神。
樂易玲、馬浚偉（馬仔）、港姐劉佩玥與歐陽巧瑩等昨晚出席大公
報的報慶活動，樂易玲被傳媒問到會否給 Coffee 送上「豉椒炒魷」？
她坦言是有此打算，亦有同事跟對方聯絡過，樂易玲說：「叫了她(今
日) 回公司，我同法律部和公司傾過，作為一個藝人，其操守同品德好
重要，今次事件好嚴重，而她在事發後沒有聯絡過公司，又離開了香
港，她作為全職合約藝員，合約寫明離港要同公司請假，有約就要跟
公司規矩，如今是一而再、再而三漠視公司合約精神！(是否永不錄
用？)總之是終止合約，如果她在經濟上有問題，公司亦會體諒向她發
放恩恤金。」
馬仔透露今個月主力宣傳新碟，緊接便到內地工作，之後會在大馬
開演唱會，年尾再執導處男電影，忙到透不過氣。至於處男電影是否
邀得陳法拉擔當演出？馬仔賣關子說：「是有找法拉，我說過有什麼
事第一個找她幫手，但現時言之尚早，只希望到時幫手的朋友在酬勞
上收順些，哈哈。」

鍾舒漫有潔癖

歡迎藍奕邦加盟吳雨霏送「溫暖牌浴袍」
說還留下自己的餘溫，名副其實是「溫暖
牌浴袍」。
自言有六嚿腹肌的阿邦，表示要留待大
日子才展示，或者等到在紅館開騷時才
露，但要先儲歌，短期內應不會實行。阿
邦表示向來都有腹肌，不過近日因頸椎移
位要減少運動，只能游水，又打少了拳，
從這次頸椎移位可見身體出現警號，故此
工作之餘都要注重健康，不然什麼都做不
成。

Kary不怕認不出傅穎
至於 Kary 希望跟阿邦有多些合作機會。
說到傅穎返港，Kary 表示大家已互通短訊
相約出來慶生，問她是否所有 Cookies 成員

都出來？Kary 說：「也不知道，不是我負
責約，有時兩個人吃飯都可以很開心，(擔
心對方「變臉」後認不出來？)不會啦，我
們沒見年多而已，而且整容話題都說了很
多次。」
Mr.的主音歌手 Alan 將於 11 月初迎娶富
家女 Sally，Alan 開心說：「婚禮在籌備
中，Mr.幾個成員會做兄弟。」問到其他成
員準備了賀禮嗎？Tom 笑說已經「籌旗
中」，Alan 表示因工作很忙，婚禮交由女
友籌備。至於造人大計，Alan 直言結婚其
中一個原因是想做爸爸，主要是受到 Tom
的兒子和 Dash 姪兒影響，由不愛小朋友變
成喜愛小朋友。在旁的 Tom 都叫 Alan 快些
生BB，將來可以一起談湊仔經。

李
■居明（右二）帶同粵劇演員衛
駿輝（右一）、謝曉螢（左一）接
受家燕姐訪問。

李居明邀家燕姐演賀歲片

香港文匯報訊 李居明昨日帶同兩位粵劇演員衛駿輝、
謝曉螢現身新城電台為本周公映的《封神榜》宣傳造勢，
透露今次不惜工本投資了過百萬，即使年輕人也適合觀
看，因當中加插了不少放飛劍等特技，絕不沉悶！
衛駿輝及謝曉螢分別演出二郎神及妲己，李居明大讚衛
駿輝演出超過 30 年依然有活力，至於較年輕的曉螢同樣
有實力，因已有十年經驗。一向致力推廣粵劇的李居明更
稱現在編寫的劇本是希望演員 20、30 年後都可繼續演，

讚男友家洗手間乾淨

吳
■雨霏脫下浴袍披在藍奕邦身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藍奕邦入
行十年，昨日正式舉行加盟環球新藝寶的
啟動儀式，現場並播出「轉會」後頭炮新
歌《愛我就吻我》MV，更獲同門歌手吳雨
霏（Kary）、Mr.及 Robynn & Kendy 到
來撐場，其他「環球之友」譚詠麟、李克
勤、張學友、陳奕迅、陳慧琳則拍片祝
賀，令阿邦暖在心頭。
阿邦穿上西裝手持雪茄出場，他搞笑自
爆加盟新公司後的秘密是擁有六嚿腹肌，
一眾師兄師姐即時送上禮物歡迎，Robynn
& Kendy 知阿邦頸痛便送頸枕和按摩棒、
Mr.送健身用品，而 Kary 就穿上藍色浴袍
現身，她當着阿邦面前脫下浴袍披在阿邦
身上，寓意讓他感受到公司溫暖，Kary 笑

■江欣燕
稱對妹妹
的家事不
太清楚。

直指藝人操守違規

生意興隆。
切燒豬，預祝
■譚詠麟負責

明星足球隊有份投資的火鍋店昨
日開業，阿倫是其中之一，原

就捧英格蘭，但德國都好，今屆
真的猜不到哪隊捧盃。」
此外，有周刊指江欣燕妹妹江
希文近日帶着 1 歲女兒從英國返
港，並進駐老公胡漢清位於沙宣
道大宅踢走奶奶莊永楚，江欣燕
坦言日前有跟妹妹見面，大讚妹
妹的女兒很可愛，惟對妹妹的家
事不太清楚。她又謂妹妹沒有因
家事不開心，是個正常婦人以湊
女為樂，自己亦沒過問，續說：
「我覺得她好賢良淑德，是好好
的媽媽。（她和奶奶關係如
何？）我不知道，認識她那麼多
年都不是攻心計的人。」

左起：樂易玲、馬浚偉、
■
劉佩玥、歐陽巧瑩與曾醒明
盛裝出席報慶活動。

郭
■政鴻舞醒獅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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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黃宇詩昨日於上
環出席自家內衣品牌開業活動，
宣布曾志偉成為品牌股東，指他
數年前已認為女性內衣有得做，
故今次投資了6位數，兩人合共投
資7位數。志偉更踢爆宇詩答應他
品牌定會上市，同場亦有趙學
而、江欣燕、張慧儀與谷德昭等
好友。
宇詩透露數年前跟志偉說過她
做內衣生意時，志偉已認為有得
做，故今次找到舖位投資額大
增，志偉便出手幫忙，並指開舖
頭一個月已賺得6位數字收入，連
同她以往在網上投資的數十萬，
希望在一年內能夠回本。問她可
會親身擔任代言人？宇詩笑說：
「不會啦，我又沒胸，是細咪咪
一族，要找都找年輕美女做，這
樣客人才會喜歡。」

因希望有繼承人傳承下去。他又透露曉螢在劇中會有性感
演出：「有一幕她是出浴，用薄絲帶當浴巾，是一個意
境。」李居明續稱連自己兒子的朋友都會入場觀看，因此
即使蝕錢也會繼續做下去。
另外，李居明還即席邀請家燕姐參演明年 2 月的賀歲
片，笑言不可以用老倌價錢給家燕姐，要另外構思一個合
適的價錢；又透露米雪原本已出演過兩套，但因對方要到
內地拍劇而撞期，所以改為邀請家燕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李若彤、鍾舒漫
（Sherman）及馮允謙（Jay）昨日出席有關職業衛生
活動，李若彤因失聲沒有接受傳媒訪問，只能透過司
儀說出自己保持健康之道便是做運動。
Sherman 自爆對洗手間有潔癖，每次使用時都會
「查究」一番，又會用大量紙巾鋪在廁板，用完後又
會確保乾淨才安心離開，好方便下一位使用者，連她
都覺得自己有點「黐線」。問到男友吳浩康家中的洗
手 間 合 格 嗎 ？
Sherman 甜 笑 謂 ：
「他會在我來之
前，先行清潔一次
洗手間，而且他也
是愛乾淨的人，很
注重衛生。」
Sherman對於師姐
在微博埋怨無綫沒有
免費播足所有世界盃
賽事，Sherman坦言
也感失望，但在商業
社會中也是無可厚
非。Jay 亦指未能免
費欣賞全部賽事的確
有欠恰當，慶幸自己
■鍾舒漫(左)與馮允謙昨出
不好睇波，所以沒有
席有關職業衛生活動。
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