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2 文匯娛樂娛樂世界 ■責任編輯：梅馨文 ■版面設計：黃力敬 2015年10月30日（星期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台灣女星張鈞甯
昨日穿上大露背黑色長裙，以形象大使身份出席
跑馬地馬場舉行的「莎莎婦女銀袋日」，另名模
Jessica C.、姚書軼、趙嘉懿、陳嘉莉、徐靜雯及
林鈺洧齊齊行騷。
張鈞甯演《武則天》的「賢妃娘娘」紅起來，
之前為東方衛視到貴州拍《跟着貝爾去冒險》真
人騷，於首日拍攝便要她生吞蚯蚓，她苦笑指為
拍節目瘦了2公斤，不但要花很多體能，心理障
礙也要摒除，像要吃些可怕活生生的蚯蚓和蟲，
她說：「吃的時間我都哭了，覺得生吃很殘忍，
心裏亦很難受！」張鈞甯指她還要向體能上作出
挑戰，需要在在山與山之間徒手爬繩索，拍完都
被稱為「女漢子」和「女超人」，不少男生都佩
服她在真人騷的表現，給她「乾媽」的稱號，讚
她能帶領着其他成員向前走。但男朋友會否很擔
心？她表示男友素知她的性格喜歡冒險，這方面
家人是更擔心，常提她要注意安全。

大肚JC腳踏6吋高跟鞋
對於好友范冰冰及陳妍希均傳出婚訊，張鈞甯
笑言自己還沒結婚打算，還反問冰冰是否真要結
婚？但她亦會送上祝福，只是未去問過冰冰，都
是媒體上說她結婚，相信她結婚一定會告訴自
己。張鈞甯自覺很小孩子性格，故想看世界多一
點，且還有很多事想做，應沒有那麼快定下來，
她笑說：「從前計劃過的都沒有發生，計劃總是
跟不上變化的，還是參加別人的婚禮好了！」張
鈞甯清減了，但相信很快會胖回來，今天她先趕
回台灣拍戲，下周再來港出席馬場活動，她一定
要抽時間品嚐美食並去逛逛街。
Jessica C.懷有5個月身孕仍穿6吋高跟鞋，她坦

言出活動前沒告知未婚夫安志杰，她表示其實已
習慣身體的變化，且懷孕到6個月後便不會穿太
高的鞋了。由於接下的工作到12月才完成，她將
休息養胎準備去享受人生，近來未婚夫常煮肉給
她吃，體重已升了10磅。問到BB性別，Jessica
C.笑言想保持神秘，至於BB中文名會由未來奶奶
去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鄭則士（Ken）、岑麗香、
黃光亮、陳煒與陳山聰等人昨
日為無綫新劇《火線下的江湖
大佬》試造型，之前有傳無綫
高層曾勵珍因失勢，此劇胎死
腹中開拍不成，如今謠言不攻
自破，Ken哥坦言做小演員理不
到太多，相信公司不會沒有程
序，否則就太兒戲。已有3年沒
有拍無綫劇的鄭則士，表示今
次監製梁材遠非常有誠意，早
在年初就邀請他回來拍攝。提

到無綫不少小生、花旦相繼出
走，Ken哥支持他們走得有道
理，並說：「他們搵真銀難道
不讓他們搵？沒有永遠的敵人
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很多走了
都會回來。」至於首次與黃光
亮合作，Ken哥笑言最怕會亂說
粗口，最多用「嘟」一聲覆
蓋。
換了一頭短髮的岑麗香，笑

言上一次短髮已是 12歲的時
候，男友「強強」也讚她新髮
型不錯。對於高海寧羨慕香香

有男友而且非常甜蜜，香香
說：「我可以介紹男性朋友給
她，但要先知道她喜歡什麼類
型，要一步一步來。」
劇中飾演 Ken 哥太太的陳

煒，坦言自己由小到大都被Ken
哥照顧，早於亞視《肥大佬》
時就已合作過，煒哥說：「細
個我就做他妹妹，大個就演他
老婆，所以做男人真的很着
數。」至於二人有否親熱戲，
煒哥笑言會有另類的親熱戲，
會用叉頸來代替錫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著名
日本漫畫大師松本零士、台灣組合
SpeXial與松岡李那等人昨日出席「松
本零士聖誕幻想時空揭幕禮」，松本

老師特別手繪《銀河鉄道999》兩位主
角美露達和星野鉄郎親筆畫送給大會
留念。
露雲娜現場獻唱《千年女皇》片尾

曲《傳說》，她走到台下用日語向松
本老師打招呼，而松岡李那則以《千
年女皇》造型性感現身。松本老師自
我介紹透露因喜歡在零時工作，所以
選用松本零士做筆名，在眾多作品中
最喜愛是《千年女皇》及《銀河鐵道
999》的女主角。
性感亮相的松岡李那表示早前因身

在日本，未能參與男友林德信父親林

子祥的生日。對於男友有份主演的電
影《死開啲啦！》反應不錯，松岡
說：「我已看了電影版，希望可以再
看兩小時的完全版。」松岡更笑言如
林德信包場請她看，她一定不會失
場。
前亞視藝人張啟樂（Ben）成為
Kawaii的旗下藝人，昨日他客串做司
儀，表示稍後會與姜浩文（黑仔）合
唱新歌，內容是講述他們都在同一個
地方（亞視）出來，更大讚黑仔一直
很照顧他，難得有機會二人可以合
作。

香港文匯報訊李嘉欣將於下月4日
為海港城聖誕燈飾亮燈擔任特別嘉
賓。李嘉欣表示聖誕是她最喜歡的節
日，「除了可以到處看燈飾之外，亦
可以與至愛家人和朋友聚聚，一齊吃
火雞、互相交換禮物，大人有大人傾
偈，小朋友就自成一圈玩玩具，非常
熱鬧！」
問兒子Jayden是否像她一樣喜歡聖
誕節，嘉欣笑說：「Jayden當然喜
歡！因為他知道這是一個有禮物收的
節日，前兩日他收到海港城預早送來
的聖誕禮物，開心到在家中跑了一
圈！他沒有等到boxing day就急不及
待把禮物拆了，當中包括Jayden最愛
的米奇老鼠公仔。」
嘉欣續說：「每年聖誕節我都會跟
Jayden一起佈置聖誕樹，他從小到大
都很喜歡聖誕樹，因此我們經常去不
同的地方跟不同的聖誕樹合照。今次
在『Happily Ever After』聖誕大街入
口，會有一棵逾40呎高的巨型聖誕樹

拱門，由多個不同形狀的星星組成，樹頂更掛
上立體米奇老鼠造型掛飾，我準備在聖誕假期
裡帶Jayden一齊去欣賞，他一定會很喜歡。此
外，那裡還設有一個『奇幻光影禮物盒』，它
會投射不同迪士尼朋友的剪影，我可以帶
Jayden與迪士尼朋友拍照，並且捐款予『香港
血癌基金』幫助有需要的人，與他一起度過開
心又有意義的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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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李 榮 浩 即 臉 紅提 李 榮 浩 即 臉 紅

楊丞琳楊丞琳強調

不閃婚不閃婚

提 李 榮 浩 即 臉 紅

楊丞琳和李榮浩早前傳出婚
訊，但已遭當事人否認其

事，昨日Rainie被問到感情進展
時，她即緊張得臉紅紅以廣東話
回應：「哎唷，塊臉有些紅，就
快要流汗，（是否不習慣被問起
李榮浩？）不是啦，我很少回應
這類問題，我真的臉紅，（你們
有共識要低調？）我跟他都希望
外間注意力在我們的工作上。」
說到粉絲催她嫁人，Rainie笑
說：「他們只是湊熱鬧，沒有粉
絲希望藝人結婚。」最近Rainie
經常在社交網上放上BB照，對
此，她謂：「我愛玩別人的小孩，
就是玩玩而已，現時沒有生孩子的
衝動，一步步來，那個是我化妝師
的小孩，而且喜歡玩和養是兩回

事，等有天想當媽媽，心態便會不
一樣。（會否閃婚？）絕對不會，
大家不用擔心。」

讚妍希男友求婚有心思
當被問到有否定下婚期？

Rainie自言婚期一定不近，覺得
這些事無須定下時限，假若遇到
對的人便自然發生，「我沒定什
麼時候做什麼，規定便不是愛
情。」說到其老友陳妍希獲男友
陳曉求婚，是否婚期將近？
Rainie謂：「我不方便代她回
答，做朋友的不便透露，只要她
開心幸福，我便開心，永遠支持
她所有決定。」陳曉出動3D小
龍女求婚，Rainie 沒有目擊求
婚過程，但從報道上看過3D小

龍女像，覺得很有心思，她說：
「現時每個人求婚都有很多
idea，希望以後有美好回憶，
（你期待收到3D雕像嗎？）這
個對他們來說很有意義，對我便
沒理由要，夢幻求婚都不是我風
格，當然不是說結婚便去結，也
得有過程。」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女歌手傅又宣
（Maggie，前名：傅珮嘉）近日接受
茜利妹主持的電台節目訪問。談到她
最近再闖台灣樂壇，跟老公及囝囝分
開了足足四個月，期間老公只到過台
灣一次探望她，Maggie憶述：「同佢
Whatsapp又愛理不理，好懶回我，諗
諗下都嬲嬲哋，咁啱同溫昇豪拍緊我
新歌的MV，有親熱鏡頭，咁咪把心
一橫send啲相激下佢囉！點知佢隔咗
好耐先淡淡然回一句『不錯喔』……

哼！」陪着太太Maggie到電台的周思
甫隔着直播室玻璃格格大笑，令她怒
火燒得更盛，續爆料說：「有一件事
我仲嬲！我從來未對外講過！當年我
哋結婚，雖然有共識，但佢（老公）
連基本求婚動作都冇做，仲要果50蚊
（台幣）婚姻註冊費係我畀！一路都
冇畀返我呀！」
雖然Maggie嘴上說嬲老公，但其實

她對對方心存感激，剛開了新店的
Maggie話：「『日系美白牙齒Spa』

呢盤生意，都係佢（老公）觀察咗一
段日子覺得做得過，本錢上精神上支
持我去做，做生意始終佢先係專
家。」

松岡李那晒半球化身「千年女皇」

傅又宣自爆貼錢嫁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台灣歌手楊丞琳

（Rainie）以白色裙打扮到本港一個主題公園

出席活動。當提到緋聞男友李榮浩時，

Rainie如像少女般滿臉

通紅，說到結婚大

事，她認為無須刻

意計劃，只要找到

對的人便會有共

識，但就強調一定

不會閃婚，看來

粉絲們大可

放心。

■李嘉欣下月
為海港城聖誕
燈飾亮燈擔任
特別嘉賓。

■性感示人的松岡李那偕松本零士、
SpeXial露雲娜等出席揭幕禮。

■張鈞甯在真人騷的表
現令不少男生都佩服。

■ 懷 孕 中 的
Jessica C.仍穿
高跟鞋行騷。

■■鄭則士鄭則士、、岑麗香岑麗香、、陳煒與陳山聰等為新劇試造型陳煒與陳山聰等為新劇試造型。。

■■楊丞琳被問楊丞琳被問
到緋聞即時臉到緋聞即時臉
紅兼流晒汗紅兼流晒汗。。

■楊丞琳
認為結婚
無須刻意
計劃。

■傅又宣(左)最近再闖台灣樂壇，成
績不俗。

■李榮浩與楊丞琳希
望外間注意力在他們
的工作上。 資料圖片

■獲男友
求婚的陳
妍希，近
日如沐春
風。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