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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徐若瑄(Vivian)與富商老
公李雲峰日前在峇里島舉辦私人婚禮。他
們在婚禮上獲到場親友灑玫瑰花瓣給予祝
福，李雲峰在之後的晚宴時也安排當地荷
蘭籍DJ表演以及印尼Live Band演奏中文
歌曲，其父親給新人祝福還演唱《傳
奇》。隨後，Vivian的婆婆與媽媽也共同
演唱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雙方親友
因為音樂而更親上加親。
李雲峰又向Vivian送上他們共同創作的

情歌《直到遇見你》，Vivian接着上台與夫
共同演唱自己與曹格合唱的歌曲《I Still
Believe》回應。一對新人還即興共舞了一
小段，甜蜜之情羨煞旁人。

煙火騷長達15分鐘
當李雲峰對Vivian表達愛慕與感謝之意

時，特地前來祝賀的好友林心如與在場所
有親友都被深深的感動，淚光在眼眶直打
轉，希望下一個幸福也很快會來臨。
李雲峰的驚喜可謂一浪接一浪，在Af-

ter Party的最後給了Vivian一個大大的驚
喜，安排長達15分鐘的精彩煙火騷，李雲
峰緊緊擁抱着Vivian在夜空下欣賞煙火之
餘，也情不自禁地擁吻對方，這個特別的
驚喜也讓現場所有親友們都感受到新人熱

情如火的喜悅與祝福。
婚禮上當然少不了拋花球的時刻，其實

今年1月份Vivian在夏威夷接到日本好友
早安少女組保田圭所拋出的花球後，緊接
着便於2月份傳出喜訊，因此林心如等女
性好友們也希望能感染Vivian的幸福，大
家一起搶花球，最後由Vivian乾妹妹安婷
拔得頭籌。

由於謝霆鋒小時候曾住在香港的馬騮山附近，因
此昨天拍攝《十二道鋒味》時，特意帶好友陳

奕迅(Eason)及白冰到城門郊野公園燒烤，藉以尋找
霆鋒兒時在馬騮山的童年時光。
眾所周知，Eason和霆鋒老友鬼鬼，但白冰雖然
來自內地，原來她與Eason早在拍攝電影《隱婚男
女》時就認識，而霆鋒與白冰也合作過《逆戰》及
《救火英雄》，因此都關係不俗，故此三人就相約
開展「燒烤之旅」。
他們購買好燒烤用品及食物後，一行人到達馬騮
山就興致勃勃地圍到燒烤爐準備起火，可惜霆鋒跟
Eason一拿出食物，一大群猴子就立即靠近他們。
霆鋒與Eason為了保護女生白冰，拿起整袋食物愈
走愈遠，想引開牠們，可是猴子愈來愈多，一隻馬
騮霸王更突然殺出偷襲，搶奪霆鋒和Eason所有食
物！霆鋒不甘美食被劫，與猴子霸王對峙5分鐘，
最後霸王一聲怒吼，霆鋒唯有放棄，猴子團奪得最
後勝利。

旺角「掃街」醫肚
最後，三人只剩下一包燒烤炭和三枝燒烤叉，
「燒烤之旅」就此告吹了。三人對此都大感無奈，
只好在城門郊野公園欣賞自然美景，坐下談心。傾
談兩個多小時後，他們決定轉戰香港地道街頭小食
「醫肚」！
霆鋒和Eason帶白冰到旺角「掃街」，至少到了5
檔小食店，介紹香港美食，三人由豬大腸、碗仔翅
吃到雞蛋仔，大快朶頤。

陳偉成夥女友開店教健身

石修未言休為安老做好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石修昨日出席

「退休人士及長者博覽」活動，並向在場長者講
解安老按揭的資訊，去年他為某銀行拍有關安老
保障的廣告，今次親自現身講座同大家分享。
修哥坦言已過退休年齡，但未打算引退，並會

繼續做下去為將來保持生活水平作準備，擁有物
業的他不排除參與樓宇按揭安老計劃，多樣保障
安全感更大，不過財政上便由太太處理。問他有
否為兒子陳宇琛準備基金，他笑說：「我無嘢留
畀佢，佢都無嘢畀我，如果他將來養我便開心，
但應為自己做準備，我們也沒討論這個嚴肅問
題，通常都是輕鬆相處，做父子如做兄弟。」修
哥又透露兒子剛完成電影和廣告工作，現正閉關
設計首飾，更見他畫到全間房都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
江美儀與顏卓靈昨日到戲院為她
們有份聲演的動畫電影《3D 馴龍
記2》謝票宣傳，美儀的男友吳君
祥亦有現身支持。美儀表示跟顏
卓靈於6年前合拍過港台劇集，
當時飾演兩母女，還記得對方要
說普通話，要特地找老師上堂，
那時她很年輕，所以再遇見時有
種熟口熟面的感覺。
有指兩人可再合作續母女緣，

美儀笑說：「一看便知我們是
『金雞』型母女，其實再續前緣
演母女的提議很不錯。」顏卓靈
表示想嘗試拍劇，美儀即時分享
個人經驗：「拍劇好辛苦，同電
影又是另一回事，電視台的時間
較長，都可以試吓。(會否幫手搭
路？)我何德何能？」

吳君如日前赴紐約領獎，美儀
很替他們開心，一家大細去拿獎
感覺很溫馨，美儀謂君如出發前
已經一起吃飯慶祝了，君如也有
問她去不去，但自己身體剛康復
不宜搭長途機便婉拒了。
顏卓靈透露暑假會推出中文散

文集，當中親自寫了十多封信，
有些是寫給別人，有些則是虛無
對象，好似學業、夢想、死亡、
青春。

江美儀鼓勵顏卓靈拍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
黃德斌、何傲兒、黃心穎與蔡思
貝昨日到商場為明珠台宣傳美劇
《黑名單》，眾人模仿劇照用手
銬鎖上德斌，司儀蔡康年拿蔡思
貝與鄭俊弘的緋聞來開玩笑，笑
問思貝會否將鄭生列入黑名單。
穿黑色透視露背衫的蔡思貝強調
沒與鄭俊弘拍拖，他們只是好朋
友關係，但不介意被人拿來開玩
笑。
有指蔡思貝備受無綫器重，兩

大高層曾勵珍和樂易玲都爭相找
她工作，思貝說：「不會爭的，
做戲咩？有工作就會去做，做藝
人當然想自己忙，要看時間上的
安排。」蔡思貝表示不覺得自己
成為公司新寵，因為跟她同屆的
港姐也有很多機會，既有拍劇也
有做主持。有傳思貝會被力捧成
下一代「翠如BB」，她說：「沒
聽過，怎會有下一代？每個人都
是個體。」至於被力捧上位做新
劇《衝綫》女主角，思貝坦言不
知是否擔正，只知是一部青春偶
像劇並與羅仲謙合作。
有份拍攝電影《賭城風雲2》的

黃德斌，很高興可以再與周潤發
合作，他說：「上一次合作已是
《辣手神探》，我還未看劇本，
不知與發哥多不多對手戲。」
另外，何傲兒否認家姐何傲芝

因情傷暴瘦20磅，她說：「因為
她之後有新節目做，她是消瘦
了，但夏天女仔當然要靚，完全
不關她與蕭正楠的事。」何傲兒

表示家姐已經放下過去的感情
事，心情已沒大礙。有指何傲芝
為保仍身在無綫的妹妹，才低調
沒出聲反擊，何傲兒否認道：
「見我仍有活動和工作做，就知
道不是真的，家姐已經放低過往
的事。」

蔡思貝不覺成無綫新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陳偉成（Avis）與女友尹蓁晞合資開
設的健身中心昨日舉行宣傳活動，二人到旺角鬧市行人專用區示範健
身操，他們更一起脫掉上衣大騷胸肌和事業線，吸引大批市民圍觀。
健身中心已開業半年，陳偉成表示投資7位數字，雖然現在未回

本，但對生意很有信心。Yumi就笑言有很多位靚仔健身教練，相信能
吸引不少女顧客幫襯。問到Avis會否做生招牌任教練，他說：「做教
練要考牌的，所以
暫時不會任教，但
我會訓練Yumi去做
教練，教客人操
弗。」笑指Yumi應
該去教人豐胸時，
Avis笑道：「減肥
個個都識，就是豐
胸才難。」Yumi坦
言常跟朋友研究如
何豐胸，問她是否
仍不滿上圍，她竟
問男友是否不夠
好，害得Avis尷尬
地說：「我也不知
道怎樣才算好，其
實我不介意大小，
最重要是身材平
均。」

峇里島婚禮晚宴又唱又跳峇里島婚禮晚宴又唱又跳

徐若瑄徐若瑄煙火下擁吻丈夫煙火下擁吻丈夫

「「搶劫搶劫」」
霆鋒霆鋒遭猴王遭猴王霆鋒霆鋒遭猴王遭猴王

「「搶劫搶劫」」

帶帶EasonEason闖馬騮山燒烤闖馬騮山燒烤

香港文匯報訊 謝霆鋒昨天拍攝《十二道
鋒味》，特地帶好友陳奕迅(Eason)及白冰
到馬騮山燒烤，順道回味童年時光，可是
一拿出食物，即惹來一大群猴子靠近，最
後更被「搶劫」一空，而霆鋒不甘示弱，
嘗試與猴子霸王對峙，不過以失敗告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
穎）Kellyjackie（陳曉琪）昨
日到新城宣傳新歌，她透露
新歌是為一部微電影的創
作，明年便是她入行十周年
的日子，屆時會有特別慶祝
活動，她暫時要保持神秘
感，不允透露詳情，總之希
望有個全新的自己，故此，

近日積極學戲和雙截棍，因
有感經常予人較文靜感覺，
為求有新突破，便借助學雙
截棍讓自己變得堅強，而且
越學越有興趣，不經不覺已
學了三個月，還會繼續下
去。
最近她在電影中客串，片

中指她撞破男友「偷食」，
現實中她都遇過「不忠」的
男友：「試過屋企人在街上
見到我男友拖着另一個女
生，其實我早已感覺到男友
有問題，自問第六靈感很
強，當時家人不知如何向我
啟齒，通常我會把自己的經
歷放在歌詞中，唱起來特別
有感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組合Super Girls昨日出席
《新城．大金小童盃》活動，頒獎給勝出的小朋友，不過五
位成員就坦言對足球技術不太認識，但世界盃期間仍頻頻出
席有關足球活動，笑言難得可以穿運動服和波鞋示人。
今個月會推出新MV的Super Girls透露她們會嘗試不同造

型，比以往青春少艾多了一份女人味，她們說：「希望8月
能出碟，甚麼風格都會有，讓人知道我們已經成長。」

Kellyjackie學雙截棍變堅強

Super Girls
預告新MV添女人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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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霆鋒霆鋒（（左左））嘗試力保手上的食物嘗試力保手上的食物，，可惜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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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美儀(右)與顏卓靈到戲院謝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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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 Girls坦言對足球技術不太認識。

■■陳偉成與尹蓁晞晒胸宣傳陳偉成與尹蓁晞晒胸宣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