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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無綫全新一輯飲食節目
《夜宵磨》將於本周六起播
出，三位主持江欣燕、范振鋒
及樂瞳與嘉賓沈卓盈、張名
雅、張美妮、馮允謙及羅孝勇
齊出席宣傳活動，席間幾位嘉
賓齊炮製韓式飯團，主持則以
生果米酒答謝並進行試酒儀
式。
最近有傳出沈卓盈與富貴男

友分手後搬回青衣屋村娘家？
沈卓盈表示以前拍拖時一直也住自己的
家，只是間中會到男友家中，她亦坦言
目前已回復單身。問是否之前二人鬧交
後分手？沈卓盈說：「都是因為性格不
合，我都重視這段關係，也希望有結
果，可是也要性格、價值觀和思想相
同。」見她提到男友即有點眼濕濕，她
答謂：「面對一段關係結束，多少也有
些無奈，但我比較樂觀，覺得分開對大
家也是好事。」亦有指二人鬧交時，其
男友曾經發脾氣以網球拍打爛她坐駕的
車窗，會否因為他性格暴躁而分手？沈
卓盈指情侶嗌交一定有，但都是因為大
家性格合不來才在和平氣氛下分手。現
還有否聯絡，又是否再見亦是朋友？她
說：「一切隨緣，個個我也可以做朋
友，也會祝福對方。」
她又強調大家常以為她只顧拍拖不理

事業，可是她一直也有密密工作，希望
大家也能關心她的事業方面。問到現在
有否人追求？她笑說：「拍拖時都有人
追，不過要對感情有責任感，現單身可
以考慮接受其他人來追求了！」

樂瞳讀紅酒課程學以致用
另樂瞳是新加入當主持，她笑言自己

一向愛吃，且節目中亦要品酒，她之前
剛好修讀了一紅酒課程，這次也算是可
以學以致用。問到其酒量如何？她笑指
也算不錯，她不怕飲醉反而怕會吃胖，
所以近來都有keep fit，也才敢將泳衣照
公開給大家分享，她坦言人大了也不介
意在節目或劇集上作少許性感演出，她
又笑指之前發胖了些，上圍也同樣升
cup，現減肥則不怕會打回原形，她笑
說：「因為天生幾多就是幾多！」

香港文匯報訊「肥姐」沈殿霞已經離世
七年，今日（農曆六月一日）是她七十歲
冥壽，與肥姐份屬好友的陳淑芬（陳太）
和兒子家豪跟往年一樣，帶備鮮花、水果
及一些肥姐生前喜愛的零食，約了從美國
回來的張徹太太及幾位好友一同前往寶福
山探望肥姐。這些年來，他們在聚會中，
常常都會提及與肥姐一起的快樂往事！至
於肥姐愛女鄭欣宜在娛圈大放異彩，健康
開心地做她喜歡的工作，相信肥姐在天之
靈也會感到欣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女子組合 Super
Girls 5 位成員Heidi、Aka、Jessica、Cheronna、
Yanny昨日在柴灣的影樓為一纖體公司拍廣告。5
女一身醒神的紅白性感打扮，盡騷小蠻腰及索腿，
充滿夏日氣息。她們受訪時，還大玩左手掂肚臍測
試，個個做到，完全無難度。
她們拍廣告前接受了一個為期6星期的療程，肌
肉結實了，身體亦有了線條，她們笑言：「好開
心，現在應大則大，應細則細，最開心最難瘦嘅腰
及手臂都瘦咗。（咁邊度大咗？）哈哈！眼大咗
囉！因為塊面瘦咗，睇起嚟對眼大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
容祖兒（Joey）和李克勤老友鬼
鬼，兩人將於9月合作舉行紅館
演唱會，未來不排除繼續發掘合
作機會，說不定會拍檔主持節
目，同時由於兩人的唱片公司在
這次演唱會的現場錄音唱片推出
未達成共識，克勤和Joey分分鐘
合組新公司「李唔祖出我出」自
行推出這張碟，成事的話可說是
史無前例。
克勤和Joey闊別十一年後再度
推出合唱歌《世界真細小》，昨日
舉行MV首播會，兩人在MV中飾
演情侶，礙於大家太熟，Joey面對
克勤時經常忍不住笑，當中最親密
動作是兩人靠近作狀親吻，克勤笑
言：「或者十一年後再延續這個畫
面」，其間兩人用自拍神器大玩自
拍，拗腰、趷籮、踎底甫士樣樣
齊，相當鬼馬。
MV中描述兩人在街上偶遇，豈
料前晚他們真的上演現實版的偶
遇，克勤笑說：「昨(前）晚從澳
門工作回來，便會合太太和朋友

去吃宵夜，竟然十二點幾在街上
撞 見 Joey， （Joey 跟 誰 在 一
起？）梗係咩啦，唔使講，佢同
邊個一齊囉，仲要問。」Joey不
想提男友劉浩龍，即抵死地拉開
話題，自爆當晚素顏沒化妝，還
以為沒人認得出她，克勤笑說：
「無事，好遠已經認到你，原來
真的會在街上撞見。」笑指克勤
撞破Joey二人世界，克勤咪咪笑
謂：「他們都不是二人世界，有其
他朋友，已經脫離二人世界階
段。」Joey就話「咁又未至於。」

有意合作開公司
問到兩人在十一年後是否延續

合作，Joey笑問克勤：「你得唔
得？」克勤哈哈笑說：「梗係得
啦。」原來兩人有計劃下一步在
演藝發展上尋覓新合作，Joey
謂：「我同克勤可以合作主持類
似台灣《康熙來了》節目，克勤
又多朋友，口才又好。」繼而自
爆有意合作開公司，克勤表示：
「今次演唱會進度好理想，你見

我們兩間公司好融洽，惟演唱會
現場錄音唱片未達成共識，暫時
未定怎樣去推出產品，說不定唯
一方法是我和 Joey開公司出產
品，一於以退為進。」Joey認同

兩間公司到最後階段仍談不攏，
他們開公司是為今之計，兩人搞
笑指公司名叫「李唔祖出我
出 」 ， 英 文 是 「You Don't
Release, I Release」。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關心妍
（Jade）昨日到電台宣傳新歌《關家姐》，推出
這首歌是源於一篇網上潮文，今年剛好十周年，
Jade希望透過歌曲以開心方式去回應。
Jade被冠以「關家姐」這個名已有十年，她

豁達說：「這個名令我多了不少兄弟姐妹，就連
媽咪都叫我『關家姐』，當成是我花名。」
說到當年Jade誤取關菊英獎項一事又可會寫

成歌？Jade坦言：「不少網民都叫我出首《關心
菊英》，但要想一下以什麼方法做，皆因此事曾
經發生過，對當中畫面難以再有幻想，反而沒發
生過的『關家姐』令人產生豐富想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陳敏之與黃智雯
（Mandy）昨日到將軍澳電視城錄製飲食節目《甜
心先生》，身為餅店老闆娘的敏之自言一向有廚藝
天分，中西菜式都難不到她，做了生意後亦整多了
甜品。她謂拍拖時多是男友煮，婚後就輪到她煮，
但她覺得不是要用美食留住老公個心，而是用個真
心。去年開了第一間餅店的敏之，開業以來生意不
俗，她坦言已經回了本，並透露第三間分店將於10
月開張，目前正在裝修中，她說：「現正同澳門方
面洽談開分店，是踏出香港第一步，希望全世界都
有我的餅店。」本身是教徒的敏之將於年底推出福
音碟，今次並找到好友鄧健泓，以及AGA作曲填
詞，稍後將拍攝唱片封套。

同場的Mandy自言最擅長煮泰菜，最拿手是煮
青咖哩。問到男友可有試過她的廚藝？她說：「好
少機會，因為經常出街食。」Mandy表示將要前往湖南一星期拍攝節目《過
節》，探訪當地的少數民族，並會見識他們公開相睇的過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羅珍深圳報道）在剛剛結
束的「第十五屆香港若鯉品評會」上，由深圳「愛
鱗說」選送的一尾「2歲昭和」斬獲全場最高獎，
魚主為著名影視藝術家張國立。這也是深圳錦鯉首
次在全港錦鯉賽事中奪魁。正在上海拍戲的張國立
聞訊後第一時間對大會評審致以誠摯的感謝，並表
示不日將親赴香港錦鯉會，與各位評委、業者、愛
好家共同交流養魚心得。作為華語影壇的標誌性人物，繁忙的工作之餘，
他以養魚為樂，醉心於「偷得浮生半日閒，近觀鯉戲蓮葉間」的大自然。
香港若鯉品評會是由香港錦鯉會主辦，被譽為錦鯉界的「金像獎」。「2

歲昭和」由著名本土導演彭家煌創辦的「愛鱗說」選送，公司正運作將錦
鯉養殖引入「文化+科技」的概念，使之成為深圳文化產業的新元素。

陳敏之餅店衝出香港

Super Girls騷腰晒腿拍廣告

關心妍推新歌《關家姐》

張國立養錦鯉奪魁

跟師兄拍拖被克勤撞見

祖兒以為素顏沒人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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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出席的嘉賓包括安樂老闆江志
強、郭富城、張晉、張兆輝、邵仲

衡、陳嘉桓、杜宇航、方健儀、胡渭康、
李悅彤（Liddy）及君如的父母等。
君如近日忙於排練舞台劇，因大壓力以

致經常發惡夢，問到她演完話劇會如何獎
勵自己？她透露將會首次執導演筒：「今
年不會拍賀歲片，年年都碌盡朋友人情
卡，之後會監製一部戲，亦會第一次執導
一部戲，想集中幾個演員演戲，拍部正正
經經、老少咸宜的喜劇，我監製部戲會由
鄒凱光做導演。」君如續稱希望找到肯投
放更多資金的投資方，不用自己貼錢，大
家多點片酬，人人開心。問到她會否找老
公陳可辛做顧問？君如即笑說：「找他做
床邊顧問就可以，床上『培訓』都得，他

不會直接教我，我要旁敲側擊跟他請教，
但夫婦常有拗撬，所以他要我先講，就住
來答，怕說話不入耳時我會反面，我都是
老虎乸，一旦激嬲我，他又要買珠寶氹我
開心。」她又指陳可辛身價高昂，請不動
他。

城城跟發哥再合作
近年大部分時間在內地拍戲的郭富城，

前晚專程前往捧場，他大讚安樂老闆江志
強對電影有熱誠，之前他拍了對方投資的
《寒戰》。城城表示《寒戰 2》快將開
拍，而他亦將要為新片試造型，能夠再次
與發哥（周潤發）合作，他感到興奮。城
城說：「這兩年間，我在內地拍了三部電
影，我很掛念香港，想回來拍戲。」

城城近日忙於為新片《道士下山》四出
宣傳，電影上映不久即收4億人民幣票
房，令台前幕後都感到鼓舞，由於房祖名
的戲份無奈被刪掉，製作人陳紅承認對電
影會有一定影響。城城則認為身為製作人
難免會擔心，但他相信欣賞這部電影仍大
有人在。
早前城城在北京拍的新片《西遊記之

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對於內地有不少
片商投資開拍類似題材電影，城城指演
過孫悟空角色已感開心，他說：「這是
個家傳戶曉的故事，拍過好多個版本，
很多演員都扮演過這角色，子丹都做
過，誰演我都無所謂，有更多人扮演這
角色，大家都會有更多的選擇，對觀眾
來說是好事。」

拗撬時老公都要就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CG

特技電影《捉妖記》，前晚於理工

大學舉行千人首映，導演許誠毅，演員吳君如、金燕玲，以及聲演的顏卓

靈在台上分享拍戲樂事。君如透露將會首次執導演筒，她指本身為導演的

老公陳可辛不會直接教她，更指自己又是「老虎乸」，夫婦常有「拗

撬」，所以陳可辛與她對答時要「就住就住」。

■Super Girls

■張國立獲香港錦鯉界
「金像獎」。

■祖兒和克勤大玩自拍，拗腰、趷籮甫士樣樣齊。
■關心妍被冠以「關家
姐」之名已有十年。

■陳敏之(右)與黃智雯下
廚各有一手。

■沈卓盈餵樂瞳食韓式飯團。

■陳淑芬偕好友前往寶福山拜祭。

■郭富城(右)和
張晉驚喜撐場。

■君如的
父母亦有
出 席 首
映。

■吳君如將會首
次執導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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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正當不少「星二代」都扎堆入讀
天價國際學校時，但近日有報道指劉德華夫婦一
直都希望愛女與其他小朋友一樣讀普通學校，不
被標籤化，於是安排她入讀香港傳統學校，鎖定
女兒今年9月入讀老牌傳統幼稚園—德望或創價
幼稚園，至於真正入讀哪間，華仔現在仍然心大
心細，對此，華仔昨日只回覆傳媒指：「沒有回
應，多謝關心」，並沒否認報道。

愛女入讀傳統幼稚園？華仔沒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