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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
出席派對迎聖誕。
子》及《八卦神探》演員
■《醋娘子》

■羅仲謙稱無
時間買聖誕禮
物給女友。

Sammi

被揭戀安仔後交際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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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

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昨日是冬至，無綫新劇

《醋娘子》及《八卦神探》一

眾演員，羅仲謙(謙仔)、岑麗香(香香)、萬綺雯(蚊蚊)、李思捷、

呂慧儀、陳煒、朱晨麗、羅蘭及朱咪咪等，齊出席聯歡派對。聖誕將至，

謙仔自言未買禮物給女友楊怡，更透露不肯送戒指。

眾人席上分組玩遊戲，其中謙仔與香香、蚊蚊與思
捷更大玩夾波波遊戲，之後眾人又大唱聖誕歌迎

聖誕，氣氛熱鬧。
剛由內地返港的謙仔，昨日出席完活動後，晚上隨即
又要趕返無錫繼續拍攝電影《西遊記之孫悟空三打白骨
精》，他指當地氣溫接近零度，雖然辛苦，但也是值得
的，因為可以跟郭富城、鞏俐、馮紹鋒及小瀋陽合作。
戲中謙仔飾演沙僧，所以跟四人都會有對手戲，目前只
欠跟鞏俐演對手戲。謙仔又說：「戲中我要用普通話講
對白，他們都讚我講得好，其實我唸咗百幾二百次。」
他又大讚四位對手各有特色，令他可從中偷師，眼光大
了，各方面都有增長。
事業愛情都有不俗發展的謙仔，被問到近日有周刊指
他被女友楊怡迫婚，因女方已三十五歲想生仔，怕卵子
等唔切，對此，謙仔澄清說：「吓，我無講過。(女友

迫婚？ ) 黐線，我今年三十歲，事業上開始搵到自己條
路，有安全感就會諗將來事，感情一直低調，有啲事要
發生就會發生。」笑問到是否隨時有意外發生？他笑指
不會，自己有計劃，但一切隨緣。問到晚上會否與女友
一齊做冬？他謂剛落機就趕來，連家人都見唔到，也不
知如何交待，亦無時間買聖誕禮物給女友，亦未收到女
友的禮物。問到會否送戒指？他即推說：「唔得。」

香香馬國返港預增磅
拖着行李喼匆忙出席活動的香香，表示剛從馬來西亞
返港，早上五時已經要化妝，甫落機便趕來。她表示此
行與梁烈唯、姚子羚出席當地的影迷聚會活動，覺得當
地影迷超級熱情，而逗留了兩日半期間，她也有四出品
嚐地道美食，每次必食印度薄餅，所以都預了會重一、
兩磅而回。

龍劍笙號召力強 25場門票全售罄
香港文匯報訊 由新娛國際主
辦，龍劍笙(阿刨)為紀念恩師任
劍輝女士，及為承傳粵劇，帶同
兩位粵劇新秀花旦李沛妍及鄭雅
琪演出《任藝笙輝念濃情》，已
於前日完成20場演出。
今次之演出，最初阿刨只擬演
十場，但因戲迷反應熱烈，阿刨
感動之餘，決定加開至 25 場。

因為最後五場演出期由本月 23
日至 27 日，適逢聖誕節，戲迷
們於前日捧來大批聖誕花佈置會
場。
新娛國際負責人丘亞葵(Vigo)
前晚報喜訊，25 場門票全部售
罄 。 Vigo 希 望 能 與 阿 刨 再 合
作，最希望她能繼續在舞台上發
光發熱。

少有地穿低胸裙露事業線的林欣彤，笑言
裙子在網上購買，被身材高挑的模特
兒相呃倒，她說：「模特兒沒有穿到
咁低，可能外國人整個比例都比較
長。」之後的頒獎禮她也不介意行性
感，只要穿得靚和健康就可以。聖誕要在
工作中度過的她，笑言現在單身不怕
dry，因為可以與家人、粉絲一起過，也 ■ 林 欣 彤 罕 有 地
有朋友邀請她工作後去派對。
穿低胸裙示人。
穿低胸裙示人
。

香港文匯報訊 王祖藍早前在
無綫台慶成功向女友李亞男求
婚，並計劃明年二月十四日情
人節舉行婚禮。昨日祖藍在微
博上公布已和亞男登記註冊結
婚，他寫道：「要來的，始終
都要來……」並上載兩人在香
港沙田婚姻登記處門口的背影
合照。而亞男隨後也轉發該微
博道：「人生來一次夠
了。」網友對於二人終於修
成正果，也紛紛送上恭喜。

■呂良偉日前到後台探阿刨
呂良偉日前到後台探阿刨。
。

■王祖藍與
處留影。

姻登記
李亞男在婚
網上圖片

■祖藍早前
在台慶求婚
成功。

與顧長衛首次合作

Baby 演喜劇有天賦

香港文匯報訊 導演
顧 長 衛 前 晚 攜
Angelababy、陳赫、張
魯一、曹璐等演員亮相
《微愛之漸入佳境》北
京首映會，華誼總裁王
中磊也現身為電影宣傳
造勢。眾主創又擺出各
種搞怪表情與姿勢，將
現場氣氛不斷推上最高
潮。
身穿一襲黑白色露肩
裙的Baby，若隱若現晒
美腿，謀殺在場記者不 ■Baby 黏假鬍子扮聖誕老
少菲林。《微愛之漸入 人，孖顧長衛合照。
佳境》是 Baby「觸電」以來，第一次接演現代喜劇
電影，首次便是和著名導演顧長衛合作，倍感榮
幸，也學到了很多。《微愛》是顧長衛導演的轉型
之作，也是Baby從影以來又一次全新的挑戰，Baby
坦言，之前出演《花田喜事》就有人對她表示很有
喜劇天賦，在參加「跑男」之後，她在《微愛》喜
劇性的演出，更讓觀眾切實感受到了她無懼形象、
敢玩愛拚、熱衷搞怪的調皮一面，廣受好評。
現場還加插遊戲環節，在其中的遊戲懲罰環節
中，陳赫不幸抽中「集體表演四小天鵝」的懲罰措
施，即便身穿高級禮服、腳穿高跟鞋的 Baby 竟毫不
猶豫地站出，大跳「四小天鵝」，再顯其古靈精怪
一面，引得現場爆笑連連。

《我是歌手 3》開錄

古巨基任主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青霞 長沙報道）
備受矚目的湖南衛視
《我是歌手》第三季節
目在上周六開錄。據
悉，首發的七名歌手分
別為古巨基、孫楠、陳
潔儀、韓紅、張靚穎、
胡 彥 斌 和 A-lin( 黃 麗
玲)。主持人則由基仔擔
當。與前兩季相比，第
三季被公認為「史上最
強陣容」，《歌手 3》
將在明年一月二日首播。 ■古巨基參賽兼做主持。
基仔是主持人出身，最早在無綫主持兒童節目
《閃電傳真機》和娛樂新聞節目《娛樂新聞眼》，
成名後也主持過《勁歌金曲》、《係咪小兒科》
等。不過，用普通話主持，對基仔來說的確是第一
次。
此外，孫楠和韓紅的對決也備受矚目。一個是兩
年參加了三檔歌唱比賽的「內地一哥」，一個是脾
氣耿直的歌壇大姐，兩強相遇，會擦出什麼樣的火
花，令人期待。

《浮華宴》破賀歲片舊有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 農曆新年快到，賀歲
片《浮華宴》將大破以往框框，以一
宗女工自殺的案件，從而揭示人性的
陰暗面，在這個新年裡，大玩黑色幽
默，更運用大量ＣＧ效果，營造極為
華麗、誇張的效果，打造全新賀歲片
風格！
《浮華宴》由古天樂、曾志偉、毛
舜筠、林家棟、周秀娜、吳千語、黃
百鳴等主演。造型上，各人也有獨特
之處，如毛姐以白髮 Look 示人，為了
這頭白髮，毛姐每次皆要提早到達片
場，她笑說：「每次到片場就染髮，
收工又要洗返走啲白髮，雖然辛苦
少少，但我自己好鍾意，個個都讚我
好有型！」
毛姐與曾志偉這次再演夫妻，自然

駕輕就熟，於片場中，人前人後皆以
老公、老婆互相稱呼。說到今次《浮
華宴》大玩黑色幽默，與之前的「喜
事系列」很不同，志偉與毛姐異口同
聲表示，他們也是因劇本吸引而接
拍。志偉說：「今次個故事好有啟發
性，新年當然係要開開心心，我哋呢
部劇除了會令觀眾有反思外，當然都
會令大家睇得好開心！」
片中飾演神探的古天樂，坦言今次
的故事以探討人性為題材，藉由他這
個神探去揭露每個人的缺點和陰暗
面。他表示今次的電影很有挑戰性，
因故事題材比較嚴肅和沉重，但卻又
要取得平衡，帶出喜劇感覺，幸好合
作的一眾演員如毛姐、志偉、黃百鳴
等等也是喜劇能手，令拍攝時也十分

快樂。
林家棟今次的角色造型、性格都很
「騎呢」。家棟坦言很耐以前已恨拍
賀歲片，他說：「唔知點解，好少導
演會搵我拍喜劇，所以今次老闆搵我
拍賀歲，加上今次個故事好特別，我
一口就應承。」

曾志偉與毛舜
■
筠再演夫妻。。

林欣彤睇模特兒相受騙

王祖藍李亞男登記結婚

謝
■安 琪 近 日 轉 新 形 象
染了一頭金髮。。

謝安琪 獲囝囝讚好靚

轉形象似似「「公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
文釗）謝安琪（Kay）、張敬軒與林欣
彤等歌手前晚出席《2014 勁歌金曲優秀選
第二回》，染了一頭金髮的 Kay，表示新
形象大受老公張繼聰歡迎，連兒子也十分
崇拜她，覺得她像 Elsa 公主，嚷着要帶她
回學校，在同學仔面前威一番。
一直保持長髮中間分界的 Kay，笑言被
髮型師打動下改新形象，不過頭髮漂染過
程就很痛苦，她說：「自己不主張搞太多
花樣，不過張生（張繼聰）就讚好，說結
婚多年都一直有新鮮感，無得頂。」至於
囝囝反應如何，Kay 笑言兒子覺得她像
《冰雪奇緣》的 Elsa 公主，她笑道：「囝
囝現在好崇拜我，無論我開車、食飯都好
傾慕我，他說自從我頭髮變色後整個人變
了，真的好靚，仲話要帶我返學校給同學
看。」
戴上面笠黑紗的張敬軒表示前日是他廣
州錄音室的最後一日，心情難免有點迷
茫，他說：「心情百感交集，整晚沒睡
但叫做正式告一段落。如果再搞生意
不會再租物業，因為今次是大出
血，蝕得都全蝕，約有八位
數。」軒仔表示錄音室器材暫
放在倉，但保養也要一筆數，
而且大部分是古董設備未必有
買家接手。

萬綺雯昨日盛裝出席派對，又無懼緋聞與思捷手拖手
上台，二人頭貼頭玩自拍。蚊蚊表示近日每天都要開工
拍新劇《東坡家事》，忙到沒有時間置裝，於是找了設
計師幫她準備服裝，省回不少時間。蚊蚊表示聖誕都要
在工作中度過，每日都要對住 Bobby(歐陽震華)，覺得
有危機。她笑說：「日日不停食。(Bobby 肥咗好多？)
我唔敢問，蝦頭都肥咗，我哋輪流萬歲，前晚 Bobby 已
請食飯提早做冬。」喜歡吃零食的蚊蚊自言負責零食
部，準備了一個零食箱，食晒就會將屋企老公的零食拿
去補倉，有時老公食到唔合口味的薯片，就會叫她拿返
公司給 Bobby 吃。蚊蚊否認當 Bobby 是垃圾桶，只是將
最特別及唯一的給Bobby吃。
另外，蚊蚊主演的《八卦神探》近日正在播映中，她表示
已相約一班演員開聖誕派對及齊齊睇劇，若果要開工就收工
才加入，而明年一月中她就要到內地拍《東坡家事》外景。

香港文匯報訊
「Touch Mi 鄭秀
文世界巡迴演唱
會」前晚假紅館
舉行第二場，全
場爆滿。鄭秀文
（Sammi） 施 展
渾身解數，十多
款精彩造型一個
接一個亮相，令 ■ Sammi 前 晚 邀
Wyman做嘉賓
做嘉賓。
。
觀眾目不暇給。 Wyman
前晚蔡卓妍（阿 Sa）前來捧場，在 VIP 席又唱又
跳，非常投入。
當 Sammi 唱《輸得漂亮》時，從舞台特別效果設
計的「紅地毯」迎接黃偉文（Wyman）出場，手拖
手和擁抱，之後 Wyman 笑說：「多謝 Sammi 介紹
我出場，否則啲人以為阮兆祥做嘉賓！」全場爆
笑，他又笑指 Sammi 以前人際關係差，所以來來去
去都只是由他做嘉賓，說：「不過現在唔同晒，交
遊廣濶，所以話另一半幾重要呢，成個人變晒！」
台下觀眾報以掌聲還大叫「安仔」（許志安），
Sammi聞言笑不攏嘴，甜到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