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
釗）擔任「智行基金」大使的
徐子淇昨晚與丈夫在旗下的酒
店舉行籌款晚宴，為愛滋病患
者及遺孤籌款。
家住中環的徐子淇近日飽

受佔中影響，子女上學要花
大量時間，她說：「囝囝就
停了學，兩個女就要用兩個
半鐘返學，因為我們住中
環，是重災區。」子淇表示
趁停學期間，有帶子女到迪
士尼，她說：「今次去迪士
尼很不同，平時很多人的地
方都變得不用排隊，雖然是
方便了，但我就想起香港原

本是好繁榮，見到現狀就有點心痛。」問到身邊朋友有
否因意見不同而鬧翻，子淇坦言有：「有些情侶更分手
收場，其實這樣不好，意見不同都要想下親情、友情，
不要因為這樣就分裂。」子淇更稱自己的女性朋友圈都
因政見不同而鬧僵，她為求緩和氣氛，就拿女性最愛的
美容話題出來談，結果所有朋友都有回應，證明大家仍
視對方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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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林欣彤、許廷鏗與
朱千雪等人前晚參與《全城響應助更生》節目錄影。
剛推出新唱片的林欣彤，碟內有她騷長腿和事業

線的性感照，她也自覺有點欺騙人，並笑道︰「現
在的攝影技巧很厲害，變高現實中做不到，但有
長腿就非常滿意。」林欣彤表示每次出新碟都會
按傳統親自到唱片舖買一張，問她會否送一張給
好友許廷鏗，她說︰「我會送給父母和細佬，他要

自己去買。」
許廷鏗就稱每次朋友

出碟都會買唱片碟支
持，他說︰「現在的市
道仍出到碟，一定要支
持。」對於林欣彤大賣
長腿和事業線，許廷鏗
就笑道︰「娛樂圈真是
一個欺騙人的世界。」
12月推出新碟的他到時
又會否騷肌肉欺騙人，
他說︰「我不騷了，或
者留給開騷時才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明珠台推出《周
五精選》電影節，派出藝員應屆港姐亞軍王卓淇、
蔡思貝、李佳芯、張振朗、吳業坤及馮允謙作電影
介紹。李佳芯昨日出席時遇上意外，所穿的鞋子突
然爛了，幸得王卓淇多帶了一對鞋借她上台，才
不致出現尷尬情況。
蔡思貝剛從台灣拍罷新劇《衝線》外景，即將又

接獲新任務參演另一齣新劇《當鐵馬遇上戰車》，劇
中她演交通女警會駕駛電單車，所以日內便要去學電
單車。思貝笑指剛要踩單車拍劇，現升級到駕電單

車，不過她覺得女生駕電單車是
很有型，且相信自己的體力能應付
得到，不過日前去試駕時，她也不
夠力以致電單車倒下。思貝表示未
來會去學車，為拍攝也會去考一個
強制試，但當然一些危險動作也會
找替身演出，而練習時也必定會穿
長褲，免得會刮花一雙玉腿。思貝
指父親是警察，她小時候也受影響
曾志願當女警，不過父親卻不贊
成，問其父是否寧願讓她去選港
姐？她帶笑說：「選港姐其實都
是我自己的意思！」

吳啟華有關心新劇收視，知道首周收視約為25
點，雖不算有很好成績，但外間反應也不錯。

問到女兒有否也追看？啟華笑說：「她一向好愛
我，我們相愛了很久，不過其實近來好忙也少見了
她！」他表示日內到馬來西亞做騷，太太會偕女兒
同來探他，且也計劃好月底一家到塞班島旅行，當
是給女兒的一點補償。
最近投資健康體檢保健生意的吳啟華，自己更披
甲上陣當起代言人，他指是一位相識多年的朋友看
到他的醫生形象好令人受落，便邀他一起投資，據
他所知在德國現發展再生細胞的科技，能將病情改
善，連癌症也可以治癒，今次他就是將其代言的酬
勞加上一筆投資與友人合作，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筆
的投資。約於年底，他便會親赴德國的醫院做一次
身體檢查，要是發現有病也會去治理，他表示也不
肯定這項投資會否賺錢，但他當然希望成功，況且
也是能夠幫到有需要的人。

張名雅何君誠否認拍拖
近日有傳張名雅乘何君誠坐駕收工爆出戀情，二
人上台時各踞一方沒有交流，到記者要求二人合照
時男方表現大方，惟張名雅相當避忌不肯合照只拍
單人照，但吳啟華不知內情挨近名雅合照她又沒抗
拒，令何君誠尷尬呆站在台上。
直問張名雅為何不肯跟何君誠合照，令對方非常
尷尬？名雅解釋說：「有影大合照已可以了！其實
當日我是收工坐他順風車，我向來光明磊落，不會

欺騙大家。」但男方表現大方，會否怕自己的舉動
傷害到他？名雅相信也不會，更強調彼此只是同
事，沒有想過跟對方有發展機會。問何君誠的類型
會否適合她？她表示沒有留意，自己會喜歡好男
仔，不過要先從朋友開始，而拍拖的事可以慢慢來
且看緣分，現不是時候。名雅苦笑被報道指她「破
Dry」，她其實沒有「破」，現依然好「Dry」，不
過她以後放工恐怕要叫爸爸駕車來接她或只能等坐
公司車，也不敢再坐男同事的順風車。
何君誠被名雅迴避合照弄到一臉尷尬，事後他仍

大方表示自己沒所謂，既然她不想合照，自己也會
尊重對方。問是否向名雅展開追求？他表示沒有，
而當日的確是大家剛巧收工順路才載她一程，相信
緋聞也不會影響到同事間的關係，至於他現時沒
有女友。

朱千雪現實唔夠戲中勇
朱千雪在劇中演懲教署人員，她表示日前出席

一個更新的活動上遇到真正懲教署人員，對方也
讚她演得很好。而在劇中有場戲她如廁時給偷
拍，她奮勇去追捕，千雪笑指若是現實中的她
好細膽，要是遇到給人偷拍定會好驚，會先看
自己有否走光，最多也是報警求助，幸一直也
沒遇過給人「鹹豬手」之類的情況。提到有傳張名
雅與何君誠拍拖，千雪笑指在後台有查問過，但當
事人否認，且她本身也不八卦，要是想知一定會問
清楚當事人不會胡亂猜測。

香港文匯報訊梁漢文推出國語唱片
《聽后感》，並於昨日舉行簽唱會，席
間有跟隨他20年的歌迷特別製造了獎狀
送他，預祝唱片大賣，梁漢文更有喜訊
公布，就是已定於明年8月9日至13日
舉行演唱會。適逢昨日是梁漢文農曆
生日，歌迷送上壽包祝賀，反之是他忘
記了生日，但仍祝願香港多些愛，而他
最感激歌迷照顧他以外，連其太太也一
樣照顧似是朋友般關照，閒來會通電話
慰問。

梁漢文昨日精神爽利，他帶笑指自己
內外兼備，特別這一年來勤做運動又懂
得注重飲食，每天多菜少肉，睡眠質素
佳每朝十時便起床，像從前每朝早起身
會飲咖啡，現會是吃生果，還做適量運
動如踢足球或打泰拳，每兩周又會看中
醫及定期做身體檢查，真的好健康，不
過他的改變都是因太太病癒所啟發，太
太康復期便開始一同調節飲食至今。
屬同一唱片公司的黃家強近日公開

Beyond解散真相，梁漢文指跟家強相識

多年，但聯絡的機會不多，因此不清楚
來龍去脈還是最好不談。提及Big 4友
誼維繫得很好，梁漢文表示他們從小到
大已一起，最近才齊人吃過飯，也感覺
當中的友情不可用金錢來衡量，他笑
說：「我都好開心看到大家各散東西地
忙自己的工作，但發生事都會第一時互
相力撐，這份友情的確值得大家羨慕
的！」彼此間沒計較過金錢？他指不清
楚別人是如何計算，但Big 4是透過友
情和快樂，將正能量帶給所有香港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鄭文
雅、司徒瑞祈、陳倩揚與彭家麗等人昨
日出席《世界脊骨日嘉年華》，擔任護
脊大使的鄭文雅希望大眾關注脊骨健
康，尤其小朋友護脊不善會影響到呼吸
問題和易有鼻敏感。對於擾攘多時的
「佔中」事件，鄭文雅坦言，港人要團
結不要被分化，共諦和諧社會。
「佔中」事件困擾香港兩周，鄭文
雅說：「香港要在和諧社會上去爭
取，學生們是時候放低想一想，現在
對日常生活和生計有大影響，就像大
自然一樣要和諧，動物和生物才能健
康生存。」

鄭文雅希望香港能盡快回復健康，做多些富
正能量的事情。提到不少市民都因政見不同而
鬧翻，鄭文雅表示自己朋友中也有不同意見，
但大家都是講道理，鄭文雅再三呼籲港人要團
結，要有一個和諧的社會，否則甚麼也爭取不
到。
早前無綫裁員受影響最大的兒童組，司徒瑞

祈表示現時運作仍屬正常，提到好友高鈞賢替
他擔心前途，司徒瑞祈說：「多謝他關心，他
夠靚仔在內地一定有好發展，有機會我也一定
會北上，因為內地節目製作很認真。」現時自
由身的他收入方面有沒影響？他說：「現在工
作都是自己接來做，價錢方面有時會有擔心，
幸好每年收入都有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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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啟華吳啟華投資體檢保健生意投資體檢保健生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無綫新劇《再戰明天》昨日齊集演員包括吳啟華、

朱千雪、黃心穎、黃德斌、王浩信及單立文等一同宣傳。吳啟華自1998年接拍劇集

《妙手仁心》飾演程至美醫生後，其醫生角色形象廣受觀眾歡迎，他更藉此投資健

康體檢保健的生意，賺錢之餘更望幫到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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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潤悅」吳綺莉（Elaine）油畫作品
展為期三周於中環雅品藝社展出。
Elaine前晚偕同女兒吳卓林出席開幕
酒會，到賀好友包括有林建明、陳
嘉容、鄭明明、鄧浩光、顏福偉及
楊恭如母親等，盧永仁並成為首位
買家即場填支票購下Elaine的畫作。
Elaine批評「佔中」擾民，令所有香
港人受罪。
Elaine於2010年已在北京舉行過

畫展，今次在港則展出其35幅作
品，其中25幅是為今次展覽新畫的

作品，部分更會出售。問女兒對她
繪畫有否給一些意見？她表示並沒
有，不過卻有朋友邀她組母女檔畫
插畫出書，可是女兒比較懶又貪
玩，至今沒想好構思，而她本身都
希望能跟女兒「crossover」，並望不
久將來可以成事。
在前晚開幕禮上，本來有更多朋

友到賀，卻因「佔中」引致大塞車
而錯過了時間，Elaine坦言自己未經
歷過動盪，故之前有讓女兒去送水
給「佔中」的同學好讓她多些見
識，可是女兒雖是支持民主，卻不

支持「佔中」的手法，覺得這行徑
影響到很多人，Elaine無奈說：「我
覺得好騷擾，但於事無補，事件又
令經濟變差，受罪的是所有香港
人！」
成龍亦剛在網誌上批「佔中」影

響經濟，似乎口徑很一致？Elaine答
謂：「別人怎樣說我不知道，但香
港人是一家人，中國政府都是自己
人，不要自己打自己，這樣是會被
人取笑的！」她認為要香港好，方
法有很多，弄到如今的境況令她好
感難過。

Big 4友情維繫好 梁漢文：不可用錢衡量

朋友圈政見不同鬧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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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欣彤新碟賣長腿
許廷鏗笑指欺騙人

蔡思貝想當差遭父反對

■昨日是梁漢文農曆生日，歌迷送上壽包
及蛋糕祝賀。

■■吳綺莉指早前有朋友邀她吳綺莉指早前有朋友邀她
組母女檔畫插畫出書組母女檔畫插畫出書。。

■擔任「智行基金」大使
的徐子淇與丈夫舉行籌款
晚宴。

■許廷鏗稱會買林欣彤
新碟作支持。

■蔡思貝覺得
女生駕電單車
很有型。

■■鄭文雅希望港人不要被分化鄭文雅希望港人不要被分化。。

■■腹大便便的陳倩揚偕老公出席活動腹大便便的陳倩揚偕老公出席活動。。

■■單立文即席抱起單立文即席抱起
蝦頭大搞氣氛蝦頭大搞氣氛。。 ■■何君誠上台時何君誠上台時，，張名雅的表現也不甚自然張名雅的表現也不甚自然。。 ■■朱千雪與黃心穎大鬥掌上壓朱千雪與黃心穎大鬥掌上壓。。

■■張名雅樂於跟吳啟華合照
張名雅樂於跟吳啟華合照，，但但抗拒靠近緋聞男友何君誠

抗拒靠近緋聞男友何君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