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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帶子女舊地重遊
黎燕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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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梁靜儀）滿
載港人回憶的主題
公園荔園，今日正
式開幕。荔園有限
公司主席邱達根昨
日舉行了一個慈善
日，安排了很多基
層家庭及各受惠團
體率先到場遊玩，
受惠機構之一的
「仁美清叙」一眾
會員昨日亦有到
場。藝人黎燕珊
指，荔園令她重拾
不少當年回憶，日
後她都會帶一對子

邱達根重建荔園先做善事

香港文匯報訊

■黎燕珊與邱達根在
恐龍屋前扮鬼扮馬。
恐龍屋前扮鬼扮馬
。

女舊地重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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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美清敘
仁美清敘」
」是受惠機構之一
是受惠機構之一，
，
昨日率先到園遊玩。
昨日率先到園遊玩
。
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 「仁美清叙」主席黎燕珊昨日率領多位亞
姐，包括陳綺明、鄭伊娜、張加慧、
甄詠珊、單桂枝及陳麗文等出席荔園的活動以示
一一
一一一一一 支持。珊姐表示多謝邱達根重建荔園，她說：
一一
一一一一一 「因為呢個係契爺邱德根嘅心願，雖然契爺已經
一一
一一一一一 唔喺度，但佢遺愛人間，精神長存，荔園係根仔
（邱達根）送畀契爺的生日禮物，同埋園裡有好
一一
一一一一一 多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她謂荔園令她重拾不少
當年回憶，以前她與前夫劉永也曾帶大女兒到荔
一一
一一一一一 園遊玩，之後她都會帶一對子女舊地重遊。
另外，問到她可有留意與自己曾傳不和的羅霖
一一
一一一一一 推出寫真集？珊姐說：「應該影得好靚，不過我
一一
一一一一一 無睇過。」當再問到可覺對方很有膽量時，她則
不欲多談，只稱每個人都不同。
一一
一一一一一
荔園設計依先父訓誨
荔園有限公司主席邱達根表示，他重新打造荔
一一
一一一一一 園是對父親邱德根的承諾，而昨日是其父離世
一一
一一一一一 101 日，可惜父親走得突然，未能看到荔園重
開。他透露荔園花了超過半年時間籌備，搭建就
一一
一一一一一 用了十幾日，而樂園的設計亦依照父親生前訓
誨，要「與時並進」，所以遊戲亦加入先進科技
一一
一一一一一 元素，不過原汁原味的遊戲亦有保留，包括有跑
一一
一一一一一 馬、叮叮船、咖啡杯及大象等。
一一
一一一一一

■「掟階磚」
是荔園的經典
遊戲。
遊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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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英紅宣布兩年後退休

■ 惠英紅
惠英紅(( 左) 接受主
持人陳魯豫的專訪。
持人陳魯豫的專訪
。

衛蘭衛詩姊妹檔簽約華納

香港文匯報訊 歌手衛蘭在 2003 年簽約黎明旗下的 A Music，妹妹衛
詩本與她簽約同一公司，可惜衛詩於 2009 年在日本涉毒被捕後，即被
公司解除合約，衛蘭亦於去年底約滿後離巢。姊妹情深的衛蘭與衛詩
再簽約同一家公司，拍住上再闖樂壇，二人昨日正式簽約華納唱片。
她們開心地表示：「知道好多媒體朋友都好關心自己的動向，其間亦
都有唔同的唱片
公司同自己接
觸，好開心最後
同華納唱片簽
約，覺得佢哋係
一家好有活力、
好好玩的唱片公
司，而大家的理
念亦非常相近，
希望之後會有更
■華納老闆 Gordon Lee 與衛
多的好歌唱畀大
蘭(左)、衛詩
衛詩((右)正式簽約
正式簽約。
。
家聽。」

王敏奕無意再拍劇

官恩娜未生已想追多個
陳靜認與台男發展中

香港文匯報訊 惠英紅日前接受鳳凰衛視《魯豫有約》節目專訪。惠
英紅透露，今年十月她將拍攝柯宇恆的新片，該片亦將成為她拍攝的
最後一部動作戲。此外，她幾年前已計劃在兩年後（2017 年）退休，
告別演員身份，轉而學習水墨畫，更希望將來能開畫展，她說：「我
希望給自己一個機會，看看其他東西。」問她退休後會否再客串角
色？她就表示暫時未有決定。
回憶四哥惠天賜於 2012 年過世，惠英紅說這是她一生最遺憾的事
情。 「如果當時我能再多關心四哥一點，也許一切都會不同。」現如
今惠英紅提起四哥，依舊充滿愧疚。因為每次經過都令惠英紅回想起
四哥過世時候種種，北京從此成為惠英紅迴避的傷心之地。
談及感情生活，惠英紅認為自己愛有才華的男人。然而自己從年輕
時就一直拍戲，沒有機會認識男孩、拍拖。她回憶起邵氏時代曾在片
場傾心一位幕後工作人員，然而當時因拍攝打戲較多，人人皆當她是
男孩子，這份暗戀最後也無疾而終。而最令她傷心的，是當初自己因
堅持拍攝全裸寫真，男友無法接受，兩人最後分手。
惠英紅與同樣單身的妹妹住在一起，媽媽也住在附近。她坦言現在
拍拖會有所顧慮，由於多年和家人同住，大家都已習慣生活中只有彼
此，一旦自己拍拖，擔心妹妹一人不知如何是好。惠英紅還透露，自
己看到命理書說她「60 歲才有老伴」，一度傷心痛哭，不過最後也釋
懷，更笑說：「我 60 歲身體應該很差了，那時候才認識的老伴，應該
是真愛了吧？」

■黎燕珊即場試玩吸蕉大笨象
黎燕珊即場試玩吸蕉大笨象。
。

■陳靜
陳靜((右)指兩位準媽咪官恩娜和
指兩位準媽咪官恩娜和Cara
Cara G.(左
G.(左)令她也有想生念頭
令她也有想生念頭。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官恩娜（Ella）和
Cara G.兩位準媽媽挺着大肚子，聯同陳靜（DaDa）
昨日出席化妝品牌活動，懷有五個多月身孕的 Ella
仍腳踏四吋高跟鞋上陣，活動上她親自為小女孩扮
靚塗上唇膏，母愛爆棚的 Ella 見到眼前的可愛小女
孩，佗着囝囝的她忍不住說想再追個女。
Ella透露預產期是十月，但肚皮較一般大，醫生說
在一百個 BB 當中，她的是排 13 大，可能是巨 B，未
知是否與外國血統有關，老公身高都六呎三吋，預
計 BB 出世時有八磅重，問可會選擇剖腹分娩？她
說：「視乎醫生建議，第一胎便這麼大，不知如何
生出來，但我好享受和喜歡自己的大肚身形，（即
刻再追個女？)要看趕不趕得及追，因未知照顧 BB
的情況。」

三點式影大肚相

Ella和老公早前到泰國作「產前蜜月」，她笑說：
「最後一次二人世界，我有着三點式影大肚相，結
果請蚊吃自助餐，咬了我 30 啖，背脊變成斑點狗，
（有影裸照嗎？）無，自己幫自己影都幾精神分
裂，因為我有要求，所以親自操刀調校相機，沒有
假手於老公，他便在旁邊陪我餵蚊。」
另談到衛蘭與衛詩加盟其唱片公司，Ella說：「恭
喜晒，很開心她們加入大家庭，都認識多年，不知
有否機會合作，因我暫時會停下音樂工作，但期待
聽到她倆的歌。」
另一位準媽咪 Cara G.透露：「預產期是七月三十
日，心情並不緊張，但好興奮，很期待第二位女兒
的誕生。」
DaDa 穿上白色低胸裝，大騷事業線
出席活動，久沒露面的她透露之前在
意大利拍戲，今日會去橫店拍另一部
電影，工作很忙。
DaDa 眼見同場兩位準媽咪官恩娜和
Cara G.，令她也有想生念頭，惜未遇
到合適對象。DaDa 承認現有發展中的
對象，覺得拍拖是開開心心，公開會
減輕壓力，但就不想刻意講，但就強
調之前被傳媒影到的那位男子只是朋
友，「現在發展中的一個沒有曝過
光，對方是台灣人，所以我們不時
港、台兩邊飛，(他是高富帥？)他在
我心目中好好，最緊要錫自己，是善
■官恩娜見到可愛小女孩
良的人。」
即時母愛爆棚。
即時母愛爆棚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王敏奕（Venus）與森美昨日為沙
冰店擔任剪綵嘉賓，二人即場炮製鮮果沙冰，喜愛香蕉的 Venus 被
森美取笑她令所有男士神魂顛倒，又戲稱她倒奶過程太快，令他欣
賞不到。王敏奕坦言自小愛吃香蕉，因做運動後吃蕉是最有效補充
體力的方法，想不到會被森美取笑。
自劇集《M Club》成名後，Venus 轉戰電影圈，提到阿姐汪明荃
指無綫劇重複地用人令觀眾缺新鮮感，Venus就認為無綫已給新人很
多機會，像好友陳嘉寶和賴慰玲等都發展不俗，但她因對電影有情
意結，暫未有再拍劇打算。至於何時與男友曾國祥「情侶檔」拍電
影，Venus說：「要看機會，做演員很被動的。」笑問可以找「未來
老爺」曾志偉為他們度身訂造角色開戲，Venus直言不能這樣要求，
如有合適劇本也不介意與男友一齊演出。至於二人被指早已同居生
活，Venus 未有正面回應，說道：
「我們工作完都會見面，工作以外
都經常見面，沒有特別去抗拒，可
以看大家能否相處得來。」
森美首次見王敏奕即大讚對方有
明星味，得知她喜歡香蕉後，笑言
今後見她都要請她「吔蕉」。森美
表示在電台節目中一直有邀請美女
來分享擇偶條件，讓「宅男」聽眾
學會追女仔技巧，森美說：「其實
我都不懂追女仔，拍拖次數一隻手
數完。」森美稱當年送調味料給現
任太太，寓意一起嚐甜酸苦辣，之
■ 王敏奕與森美即場炮製
後又送實用的二手車和電視機，但
鮮果沙冰。
鮮果沙冰
。
被太太嫌不夠浪漫。

黃心穎西班牙沙灘有艷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岑麗
香與黃心穎昨日出席《海洋公園夏水
禮》發布會，雖然天陰有雨，但二人
仍背心短褲示人。香香向來喜歡夏
天，更喜歡去玩水，在加拿大時還經
常到水上樂園玩水，一定會玩掟水
彈，即使家人或朋友都會成為其濕身
目標。
心穎同樣喜愛夏日，只可惜今年尚
未有機會穿着三點式去海灘游水，但
不擔心會給偷拍？她笑說：「看沙灘
會否很多人，如果人少少都會着三點
式泳衣。」不過她曾在西班牙的巴塞
隆拿，有日獨自去沙灘，不少男士也
主動跟她搭訕，通常會問她來自哪個
國家，又打算去哪裡玩，她大讚當地
有些男士都很俊朗，只是最後也沒再
約會去玩。香香則大歎自己沒這些艷
遇，她覺得在外國穿着三點式很普
通，歐洲不少地方也有天體沙灘，然
而她從沒踏足過，因着實鼓不起這樣
大的勇氣和膽量。心穎亦沒去過天體
沙灘，只在巴塞隆拿的沙灘上拍照
時，無意中拍到無上裝的泳客，她本
於入行前想曬出古銅膚色因此想去裸 ■ 岑麗香
岑麗香(( 左) 與黃心穎以背
曬，可是最終也沒此膽量。
心短褲示人。
心短褲示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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