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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新一代
女神蘇麗珊昨日出席「NINA RICCI
NINA系列 10周年發佈會」，以閃爍短
褲騷玉腿的她向在場市民派蛋糕，並吸
引不少「龍友」拍照。
蘇麗珊表示向來有收集漂亮香水樽習
慣，現時有20樽收藏品，但男友游學修
就沒有送過香水，因不清楚她喜歡的味
道，但就有送花，男友知道她不喜歡收
鮮花，早前便送她保鮮花，可以擺放一
至兩年，但蘇麗珊記不清這是情人節或
是聖誕禮物，因他們沒有特別送禮習
慣，平時見到適合的才買給對方，沒甚
情趣，大家都很簡單，反而這種方式相
處得更舒服。

希望千嬅得獎
蘇麗珊透露：「我們已見過雙方家
長，他父母對我印象應不錯，但沒有刻
意問男友，我父母對他印象ok，屋企人
有時會問男友為何不來吃飯，知道他忙

都會體諒。」蘇麗珊憑《哪一天我們會
飛》角逐金像獎最佳新演員，問她可有
期望得獎？她謂：「對手很強勁沒甚信
心，這說法如像柴自己台，但可以入選
已很幸運，反而希望該片可以獲得其他
獎項，千嬅都以《五個小孩的校長》入
選最佳女主角，我有私心希望千嬅得
獎，（已準備好戰衣？）已搵了人揀，
應不會性感，因我沒哪處地方可以露，
又沒有身材，若然有42吋長腿就話展
示出來，只要着得舒服便可以。」
日前剛被女友黃美棋公開拍拖的鍾

健威為活動擔任司儀，他對於女友突
然公開戀情感到愕然和開心，因對方
平日很男仔頭，很少這樣做，此舉覺
得很甜蜜。鍾健威坦言本身想平淡一
些，因怕公開會影響對方，「女神有
好多粉絲，可能又會影響我，不過公
開後粉絲都很支持，（情侶檔搵
錢？）有適合也無妨，（互相帶
挈？）大家都想賺多些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黃
伊汶（Emme）和陳國坤的愛情結
晶品於前日（1日）誔生，一索得
男，Emme是剖腹產子，BB重七
磅，母子平安。
Emme原定預產期是三月底四月

頭擇日開刀，由於小生命提早來
臨，令這對新手父母陣腳稍亂，前
晚陳國坤也得從北京急趕返港，BB
出世已「整蠱」爸爸，未待爸爸回
港便急着來臨，新
任爹哋的陳國坤心
情興奮，並已為囝
囝取名陳真，他第
一份送給BB的禮物便
是幫他拍了一張沙龍
相，更放上網讓大家分
享這份喜悅。
陳國坤前晚從北京回港即趕到醫
院探望太太，兩公婆在昨日凌晨分
別在社交平台報喜，Emme放上BB
相片，陳國坤則在微博留言寫道：
「我的兒子陳真來了，願他健康快
樂成長」，BB是三月一日出世，湊
巧Emme的生日是一月三日，兩母
子真的很有緣份。前晚鄭希怡和老
公已第一時間到醫院探望老友，而

陳國坤便徹夜在醫院陪伴老婆，昨
日他出去午飯後，更特地買花送給
老婆，他開心說：「BB似媽咪多一
些，但皮膚和眼眉似我，老婆會哺
母乳，預計四、五日可以出院。」
他又讚太太生完後一樣很靚，而他
亦會陪太太坐完月先復工，並透露
會親手為BB砌床，認真是廿四孝爸
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林嘉欣
昨日出席化妝品牌婦女節的慈善揭幕活
動，嘉欣身穿粉紅色公主裙由一輛粉紅
色甲蟲車載抵現場，並由男模陪同下進
場，甚有氣派，嘉欣更以唇膏在個人畫
像上畫上唇妝，並化身化妝師為模特兒
塗上唇膏，是次慈善活動將為婦女基金
會籌款。
3月8日是國際婦女節，嘉欣並沒有

趁此日子要「大晒」，親和的她笑言：
「不是大晒，雖然屋企有三個女人，男
女平等。」她又指五歲半的大女經常偷
化妝品在枱底化妝，嘉欣會扮作看不到
不知道，當女兒叫她看時，嘉欣大讚好
靚，這便逗得女兒開心不已，查實唇膏
都塗過界，十分搞笑，而細女尚細未懂
化妝。嘉欣笑說：「大女經常話幫我化
妝，我答她下次先，現階段很好玩，
（會否留珠寶首飾給女兒？）我的全部
是『流』，因有贊助。」
嘉欣剛到法國七日參加「法國五

月」，此行參觀好多藝術品和教堂，已
為人妻的她自爆在法男被異性「撩」，
笑問對方可是小鮮肉？她笑言：「看上
去比我細，其實最初我看不到，只是化
妝師見到個男仔雙眼bling bling ，我沒
有感覺，自從結婚後都不會留意周圍男
士，（對方迷到你嗎？）都看不到，我

都有同老公講，不過他很放心，（仍有
很大吸引力？）好少吸引力，但有小小
開心，其實法國男人天性浪漫僅只維持
三分鐘。」嘉欣表示應承女兒帶整個巴
黎給她，最後買了一個巴黎鐵塔落雪的
玻璃球給女兒，女兒已經樂滿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
娜）美國搖滾Death Cab for
Cutie(DCFC)成軍18年，前晚
假麥花臣場館舉行首個香港演
唱會，全場爆滿。他們以新歌

《No Room in Frame》揭開個唱
序幕，帶來《I Will Follow You
into the Dark》 、 《You Are a
Tourist》等超過20首新舊作品。其
間，主音Ben Gibbard就樂隊這麼
遲才來港開騷向港迷致歉，又分享
來港3天的見聞，他謂連續3天都
去了行山，每天都見到猴子，因在
美國幾乎見不到，第一日很驚，慢
慢地經過牠們，第二日再見已感雙
方成是好友，但去到第三日卻已生
厭，希望牠們不再出現在眼前，逗
笑全場。安哥時，他們再度感謝歌
迷的支持，期望盡快再來港開騷，
並以《Transatlanticism》結束個
唱。

陳真提早出生 陳國坤急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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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安琪@SNH48
全身八成燒傷

日本AKB48海外姊妹團、上海女子偶像組
合SNH48成員唐安琪，前晚在上海某間咖啡
店不幸遇到火災，由於身上沾到易燃物導致全
身達80%面積燒傷。她被送往長海醫院加護病房
接受治療，目前仍未脫離生命危險。SNH官方微
博也發佈了有關消息，並表示已派人前往醫院探望並通知家屬。

鍾嘉欣Pre-wedding照曝光
鍾嘉欣早前與老公Jeremy在溫哥華補擺
喜酒，昨天胡杏兒婚紗店拍檔兼時裝禮服
設計師姚子裕於Instagram上傳嘉欣身穿由
其設計的婚紗所影的Pre-wedding照，並留
言：「恭喜鍾嘉欣小姐大婚之喜！嘉欣穿
上KevYiu@KEVOLIE手壓花水晶婚紗拍
攝Pre-wedding照片! 謹祝兩位
百年好合，永結同心。」

甄子丹送泰臣八斬刀
功夫電影《葉問3》前日於盤古七星酒店舉

行北京站的首映禮，吸引了七百多位國內傳媒
及嘉賓到場，場面盛大。當日大會安排拳王泰
臣和甄子丹交換禮物，泰臣送上拳套，甄子丹則
以八斬刀交換，泰臣拿起八斬刀時，搞笑地扮鬼
臉，還不斷用普通話向台下嘉賓講「我愛你」。

見男友家長
蘇麗珊留好印象

已無大礙的王浩信左側額頭仍有雞蛋大的腫塊，左眼微絲血
管有爆裂，他多謝各界對他的關心，在休息期間收到大批

祝福感到很窩心。問到傷勢如何，Vincent說：「仍有瘀血未
清，手有皮外傷，不過自己狀態很精神，大家見到最嚴重的只
是皮外傷。」雖然劇組盡量給時間Vincent休息，但他反而想
盡快復工，他解釋道：「新劇的動作場面已拍得七七八八，只
剩下文戲多，自己想快些拍，不想將來要積下來一起拍。」

朱千雪稱拍劇曾刮傷
至於意外受傷有沒有嚇怕太太，Vincent說：「起初自己是不擔心，但見到太

太和女兒來探我，太太不出聲一副擔心樣子，自己見到都覺得肉赤，以後要好
好保護自己。」問到意外有否帶來陰影，他說：「都有，現在見車速快會回想
意外畫面，但因為我斷過片，有時會想不到發生過什麼事。」至於會否減少拍
動作戲，Vincent直言不會，認為意外沒人能預計到，只要做足安全措施就行。
朱千雪表示《EU超時任務》是她首部擔正的劇集，只是後拍的《警犬巴打》

首先推出，她說：「拍攝時都有壓力，幸好台前幕後都好錫住我。」千雪稱劇
中大部份對手戲都與王浩信一起，從新聞中得知他意外受傷，所以昨日做代表
送花慰問他。問她拍《EU》劇時有沒有受傷，她說：「雖然多動作，但沒有大
受傷，只是曾刮傷腹部，以為會留下疤痕，幸好都沒事。」笑指千雪腹部留疤
就不能穿比基尼，她笑道：「有疤和穿比基尼沒有關係，因為沒有好身材，穿
比基尼也沒意思。」現正請假出外讀書的千雪，表示已預留時間幫手替劇集宣
傳，而且她只向公司請假一年，現在已過了一半，約年底就會回公司拍劇。
另外，3月1日六合彩40周年億元彩金打破投注紀錄，連帶攪珠節目收視也破

紀錄。無綫企業傳訊部宣傳科副總監曾醒明透露，當晚J2台播映的六合彩攪珠
節目特意請來夏春秋主持，節目時間也延長至10分鐘，結果節目平均收視有9.8
點、約64萬人次收看，最高收視有11.1點、約72萬人次，是六合彩推出以來的
最高收視，比以往約3點的收視有超過3倍升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文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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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彩攪珠收視破紀錄

■■林嘉欣指大女經常偷化妝品在枱底化
妝。

■黃伊汶和陳國坤
前日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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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瘀血。

■■鍾嘉欣鍾嘉欣Pre-weddingPre-wedding
照展現美態照展現美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蘇麗珊穿短褲蘇麗珊穿短褲
出席活動出席活動。。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