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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亞軒日前承認有新戀情，目前和吳
建豪的小舅子Elroy蜜運中，柯震東

都大方送上祝福。昨日有台灣媒體報道，
柯震東與羅志祥的舊緋聞女友李毓芬密密
約會，柯被拍到進李毓芬家大樓，且一周
3次約會，疑力追女方，欲再譜「姊弟
戀」。兩人約會時皆十分小心，不僅換車
出門，還會仔細確認有沒有「狗仔」。
昨日柯震東在台北出席九把刀監製的新片

《打噴嚏》記者會，九把刀一開場已搞氣氛
說：「歡迎來到柯震東的緋聞澄清大會。」

難得柯不甚介懷，心情亦似未受緋聞影響，
與其他主演林依晨、張曉龍更即場以動作演
繹在電影裡的關係。

李毓芬稱約會都是一班人
有記者趁機追問柯震東和李毓芬的關係？

柯震東表示和李姓女性只是剛認識的朋友。
九把刀還打趣的說：「阿東可能連『毓』字
都不會寫，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無事生非，不
要相信無良媒體炒作，請大家將這個消息擴
散出去，也請大家自覺不要刷負面話題。」

之後柯震東再在微博澄清道：「不想多
說……重點是……我現在依舊是單身！我們
也只是好朋友……請保有我交友和認識新朋
友的權利……不要一有異性朋友就說是新
歡！這樣誰會和我交朋友心態健康！長命百
歲！謝謝大家！大家辛苦了！」
至於李毓芬早前曾透露過想結婚，為免誤

會加深，她昨日透過經理人表示，早前透露
想結婚並不是因為柯震東，亦沒見過對方父
母，兩人只是朋友，每一次約會都是一班朋
友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連詩雅（Shiga）今日推出專輯《Once
Said》，當中所有歌曲都以Shiga的故事出發，每一首歌都是透過Shiga
自己講出自己不同的故事及感受，希望大家可以見證到愛情路上不同階
段的Shiga。
經過多首大熱作品，Shiga清晰地知道自己需要有更多的嘗試，由當初

只是一個新人女歌手，到現在大家都會對她的作品及演出有所期待，因
此，在公司的建議及鼓勵下改變形象，將髮型剪短，實行來個新轉變。
「其實自己咁大個女都未試過剪到咁短的髮型，我知呢個同短髮會係有
一個距離，但呢一個長度已經係我幼稚園之後最短的髮型，但係好多朋
友見到都話好靚，特別係今次新專輯《Once Said》的封面，大家都覺得
成件事出來好好。」
拍攝專輯封面當日，正正是Shiga的生日，問到她會有甚麼願望？她說

在音樂上，希望可以自己的歌曲可以帶到內地和台灣給更多人認識，同
時希望媽咪身體要健健康康，感情方面，就希望可以大家留多一點空間
給自己，如果有好消息一定會讓大家知道。Shiga笑言：「現在都係自己
工作的搏殺期，唔係話唔需要愛情唔想拍拖，最理想就希望今年可以做
到工作愛情兩得意啦。不過都想用多少少時間去認識了解對方，大家畀
少少空間我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羅敏莊父親羅世泉月初因
病離世，昨日於世界殯儀館設
靈，今日舉殯，遺體會火化後
將骨灰撒入大海。
羅敏莊與老公陳國邦昨午四

時半到靈堂打點，羅敏莊表示
亡父患上罕見的多發性骨髓
瘤，她難掩悲傷說：「爸爸已
病了近一年，一直有做化療和
電療，但時好時壞，後期要靠
藥物減輕痛楚。」羅敏莊稱亡
父才60多歲，想不到這麼快便
離開，陳國邦就指知外父患病

後，經常帶女兒陳禛探望外公，因為
羅父最痛錫孫女。羅敏莊謂女兒年紀
尚小，向她解釋父親離世的情況也不
懂，擔心人太多照顧不到她，所以昨
日也沒帶她來靈堂。
羅敏莊稱亡父遺願是火化及將骨灰

撒入大海，喪禮至月底才舉行是因為
要等老公從外地工作後回港，她說：
「我想爸爸也沒想過這麼突然，之前
我一直跟他說我愛你，我也算是個孝
順女，家人也很開通，撒骨灰後我們
會在家中擺放爸爸的照片來悼念。」
陳國邦就表示因身在外地，喪禮事宜
都交由羅家負責，並大讚外母性格堅
強和豁達，他說：「因為我們是基督
教，不會放神位來紀念，外父雖然走
了但留下很多回憶給我們。」

上海京劇院傳
統大戲《楊門女將》、「京
劇折子戲專場」將於 9月 6
日、7日在香港參加第十五
屆《香江明月夜》系列演
出。
《楊門女將》是上海京

劇院的代表劇目。該劇故
事情節緊湊，人物角色繁
多。此次赴港，上海京劇院
特邀國家京劇院數位名家領銜助陣：梅
派翹楚董圓圓、老旦名家袁慧琴、奚派
傑出傳人張建國等一一亮相，與上海京
劇院的明星陣容——「當今菊壇第一大
武生」奚中路，以及何澍、安平等強
強聯手。
另外，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京

劇）項目代表性傳人、當代最負盛名的京
劇表演藝術家尚長榮，京劇名家董圓
圓、劉桂娟、張建國、金喜全以及近年
來在國內榮獲多個獎項的優秀青年演員高

紅梅等聯袂呈現的「京劇經典折子戲」專
場演出亦是精彩紛呈。京劇傳統經典《白
蛇傳·遊湖》、《將相和》、《鎖麟囊·春
秋亭》、《霸王別姬》的呈現，將為香港觀
眾獻上風格多樣的國粹盛宴。屆時，
CCTV《空中劇院》欄目將對兩場演出進
行直播和錄像。
《香江明月夜》系列演出是近年來兩岸
持續開展的跨地域文化交流展演活動。希
望在即將到來的9月，香港觀眾能領略和
分享上海文化建設的成果。

連詩雅為新碟削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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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
文釗）江美儀、謝寧與林
燕妮昨日出席《愛心月餅
慈善售賣活動》，三人現
場與小朋友一起製作月
餅，活動收益將撥捐勵智
協進會，幫助有需要的小
朋友。
馬賽艷舞短片傳聞不

斷，馬賽舊愛汪子琦稱馬
賽曾傳曖昧訊息給年過半
百的男藝人，當年合作
《名媛望族》的劉松仁成
為疑人之一，有份拍攝
《名》劇的江美儀就不欲
多談，她說：「我不想講
太多，誰是誰非都好，作

為一個女仔流出這些相片
已是很大的傷害，希望事
件盡快過去。」對於有傳馬
賽拉着松哥的手摸肚子，江
美儀大讚松哥是位專業演
員，又肯教導新人，她說：
「松哥有學氣功，遇見有演
員不適，他也會幫手按穴，
可能因此引起誤會，希望事
件快些過去，馬賽也是位
勤力的演員，希望她大步
檻過。」
已開設 5 間餅店的謝

寧，透露有意在旺區開分
店，並考慮將玫瑰融入傳
統月餅之中，用來中和月
餅的油膩感覺。

劉松仁曾摸馬賽肚劉松仁曾摸馬賽肚？？
江美儀指是誤會江美儀指是誤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陳法拉昨日出席眼鏡店活動，她即
場進行驗眼驗出有三百多度近視，
她表示有近視是遺傳自母親，平日
有戴隱形眼鏡的習慣，尤其駕駛更
加要注意安全。但法拉並沒想過去
做激光矯視手術，基於她怕動手
術，亦覺得自己並非過千度近視，
目前仍可接受得到。
法拉曾在無綫時，跟馬賽屬同一
位經理人，談及馬賽流出艷舞片
段，法拉坦言沒多留意這些新聞，
也沒必要再去提起，畢竟別人的私
事與她無關。但有否傳短訊問候馬
賽？法拉覺得現應給予馬賽一點空
間去放鬆心情，其實早前她跟馬賽
曾於內地的節目上碰過面，印象中
她是一位很乖又上進的女孩。這事
發生後有否對馬賽失望？法拉表示
這屬人家的私事，亦不需要用「失
望」去形容，現只希望馬賽能夠可
以再拍劇，何況電視圈是需要多一
點演員。
法拉最近拍罷電影正放暑假，她
籌備到陽光與海灘的地方度假，然
而之前簽下護膚品廣告合約卻不可
以曬得太黑。談及近期經常發生空
難，法拉也沒為此擔心，感覺坐飛
機仍是很安全。

無懼空難陰霾無懼空難陰霾
法拉照樣外遊法拉照樣外遊

上海京劇院經典戲獻港觀眾

9月5日晚7:45分演出《香江明月夜—大
型中秋音樂會》
主辦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
香港主辦單位：中華文化城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香港文匯報
承辦單位：北京交響樂團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支持單位：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
區聯絡辦公室宣傳文體部
9月6日晚7:30分《香江明月夜-CCTV空
中劇院香港行》大型傳統京劇《楊門女
將》演出，中央電視台現場直播。
9月7日晚7:30分《香江明月夜-CCTV空
中劇院香港行》傳統京劇《折子戲專場》

演出，中央電視台現場直播。
主辦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
香港主辦單位：中華文化城有限公司
承辦單位：上海戲曲藝術中心
協辦單位：香港文匯報 中央電視台戲曲
和音樂頻道
演出單位：上海京劇院 國家京劇院天津
市青年京劇團
支持單位：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
區聯絡辦公室宣傳文體部
演出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查詢：28809622
票務查詢：3761 6661

《楊門女將》及主演簡介
《楊門女將》在中國是家喻戶曉的古代

傳奇。講述了宋朝大將楊令公一家為國效
力，男兒競相戰死沙場，家中女流擔起保
家衛國重任的故事。
董圓圓是國家京劇院國家一級演員，工

青衣。她出身梨園世家，姥姥尚凌雲曾是
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大上海的紅伶，父親

董文華、母親尚明珠都是京劇名家。梅葆
玖的親傳弟子。去年全國政協第十一屆全
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上通過
為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袁慧琴是國家京劇院國家一級演員，工

老旦。曾榮獲2000年文化部全國京劇優秀
青年演員評比展演一等獎；2001年全國青
年京劇演員電視大獎賽最佳表演獎；2003
年中國戲劇「梅花獎」等多項榮譽稱號。

香港文匯報訊范冰冰和黃
曉明前日到成都繼續為主演
電影《白髮魔女傳之明月天
國》宣傳。曉明透露從冰冰
是小姑娘時就認識她了。
「這些年，我們雖然沒有怎
麼合作過，但是私底下我們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看到
她從『金鎖』開始，漸漸走
紅，然後面對一些非議，自
己堅強的扛下來，越來越
紅，越來越成功。」曉明很
佩服范冰冰，希望以後能夠
有更多的合作。曉明和別的
演員在北京一起經營了火鍋
店，對於這些生意，他指和
范冰冰都有興趣，他笑說：
「我們今天坐飛機就一直在
談這些呢，我們的願景和目
標都很相同。」

范冰冰黃曉明
想合資開火鍋店

傳秘密搭上李毓芬？

香港文匯報訊 蕭亞軒柯震東的「亞東戀」劃

下句點，男女主角各有各精彩，繼蕭亞軒日前

承認和家境富裕的吳建豪小舅子Elroy交往後，

昨日有台灣媒體報道指，蕭亞軒前男友柯震東

與羅志祥的舊緋聞女友李毓芬密密約會，不過

昨日柯震東在台北出席活動時強調，和李姓女

性只是剛認識的朋友，及後更在網上留言指仍

屬單身，並希望傳媒不要見他一有異性朋友就

說是新歡。

柯震東澄柯震東澄清清：：
依舊是單身依舊是單身 ■■近日有傳李毓芬被柯近日有傳李毓芬被柯

震東力追震東力追。。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柯震東柯震東、、林依晨與張曉龍即席演繹在電影裡的關係林依晨與張曉龍即席演繹在電影裡的關係。。中央社中央社

■■被新緋聞纏身的柯震東現場被大開玩笑被新緋聞纏身的柯震東現場被大開玩笑，，林依晨嘗試幫忙解圍林依晨嘗試幫忙解圍。。 中央社中央社

■■陳法拉有三百多度近視陳法拉有三百多度近視。。

■■范冰冰和黃曉明互餵成都范冰冰和黃曉明互餵成都
小吃小吃「「串串串串」。」。

■■江美儀江美儀、、謝寧謝寧、、林燕妮與莫林燕妮與莫
文蔚母親現場製作月餅文蔚母親現場製作月餅。。

■■羅敏莊與老公陳國邦昨日羅敏莊與老公陳國邦昨日
下午到靈堂打點下午到靈堂打點。。

■■連詩雅清晰地知道自己需連詩雅清晰地知道自己需
要有更多的嘗試要有更多的嘗試。。

■■董圓圓出身梨園世家董圓圓出身梨園世家。。

■■袁慧琴擅袁慧琴擅
演劇目演劇目《《楊楊
門女將門女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