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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以來從未放過長假的杏兒，在
75天的浪漫假期中分別去過日

本、大溪地、新西蘭、美國、英國、希
臘、馬爾代夫等十多個地方。在最後馬
爾代夫的一站，李氏夫婦盡情享受陽光
與海灘的同時，杏兒更加作了一個破格
新嘗試，就是第一次影泳衣相留念。
當日杏兒影相玩即興，穿上黑色兩件

頭泳衣在沙灘拍照，身形fit到漏，在陽
光映照下，既健康又性感，甚具異國風
情。另外，她披上橙色薄紗漫步淺灘；
又穿上白長恤輕露香肩，抱膝坐於石灘
上欣賞夕陽，配上波光粼粼浪濤拍岸的
景致，靚人靚景靚如畫。

努力練出肌肉
其實杏兒除了前年與閨密遊船河時被

拍下泳衣照外，她私下未曾試過影泳衣
相，今次是正式第一次影泳衣照留念，
她說：「影呢輯相時，係去度蜜月最後

一個站馬爾代夫，我哋住嗰間酒店入
面，有一間店舖係專幫人影相留念，間
舖嘅職員知道我哋嚟咗，就建議影輯
相。成件事係好即興，冇化妝整頭，戴
副超就影。馬爾代夫啲景同陽光都好
靚，所以點影都好有感覺。」
對於自己的身形，杏兒就笑說：「身

形永遠都可以再好啲，現在比較興健康
型，自己都想多啲肌肉，都好努力去
練。」所以她最喜歡拿着滑板擺甫士的
那張相片，感覺超sporty！

香港文匯報訊 胡杏兒和丈夫李乘德（Philip）近日剛完

成長達75天的環球蜜月之旅返港。在最後馬爾代夫一

站，成為人妻的杏兒比以前更樂意性感示人，在沙灘即興

作出破格新嘗試，她穿上兩件頭泳衣，在沒有化妝整頭

的情況下，戴副墨鏡就影相，盡顯美好身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吳浩康（Deep）相隔七、
八年，前晚再次舉行音樂會，
除了獲陳國坤、鄭希怡、鍾舒
祺、姜皓文、王宗堯、洪杰及
釗峰等圈中好友撐場外，Deep
的爸爸及學生亦有前來睇騷。
當晚Deep唱出《先入為主》及
《討厭》等多首舊歌，獲台下
熱烈掌聲。
受訪時，Deep透露因多年未
有舉行個人音樂會，所以心情好
緊張，加上又在學生面前獻唱。
他表示教唱歌已三年，而前晚表
演的場地正是音樂學校的其中一
個分校。問到投資多少錢，他
說：「同四個朋友投資了七位

數，學生年紀由五歲到六十七
歲，我除了教唱金曲，哥哥姐姐
最鍾意唱張學友的《餓狼傳
說》。」他又很多謝學生的家長
在去年自己有好多新聞的時候都
信任及支持他。
多年沒推出唱片，阿Deep透

露與公司商討中，可能會出單
曲。問到可有邀請前女友鍾舒
漫（Sherman）來捧場？Deep
直言不太方便：「焦點會去咗
感情度，然後又會有延續篇，
鍾舒祺（Sherman胞妹）是我
請來的，佢都有在我學校教小
朋友唱歌，佢嚟冇咁odd，我知
道 Sherman 好畀心機去做音
樂，我會拍低音樂會畀未能出

席的朋友睇，又會放上網。」
不過Sherman雖然人無到，但
有送上花籃。問到感情生活，
Deep表示以工作為主，先做好
手頭上的工作。問他可會與
Sherman復合？他說：「有新
方向落實到至講。」

陳國坤讚囝囝易湊
獨個前往捧場的陳國坤（小

龍）表示老婆黃伊汶在家中湊
仔，他大讚出世還未夠一個月
的兒子好易湊：「囝囝返屋企
個幾星期，已經由夜晚十二點
瞓到天光，開頭要狠心啲，初
初都喊得好犀利。（是否已上
晒手？)有陪月、睇書及問朋友

做足功課。」他又指幫囝囝換
尿片時，試過打開尿片囝囝就
「斟茶」給他飲。
小龍表示四月中就要返內地

拍戲，早幾天回內地試造型就已
經好掛住老婆及囝囝，開工時都
會跟老婆、囝囝視像。問到會否
為囝囝擺滿月酒或百日宴？他
說：「一歲生日至搞。」

香港文匯報訊林嘉欣早前應法國五月
邀請到巴黎，展開為期一周的文化藝術
之旅。此行令嘉欣收穫甚豐，除了有機
會參加導賞團外，又有幸夜遊法國機場
跑道，還在全球最大飛機的巨大機翼下
拍照留念。嘉欣又爭取時間享受購物之
樂，這位廿四孝靚媽咪，每站購物也有
兩位囡囡的份兒，她最喜歡買圖書給囡

囡閱讀，不過最開心是為囡囡買到得意芭蕾舞衣！
今年已是嘉欣第三年以法國五月大使身份參與

活動，今次行程安排有參觀博物館，及拜訪多位
藝術家，令充滿藝術細胞的嘉欣目不暇給，嘉欣
笑言，今次行程她睡得很少，每日要不斷訪問到
口累，不過仍然覺得這次行程十分充實，因為看
了很多藝術品，她視為心靈養分！她又表示，她
在十年前曾來過巴黎讀書，但因為當時不諳法
語，所以對一些藝術品未明背後意義，不過今次
舊地重遊有詳細導賞團令她深入了解藝術品背後
故事，加上她是大使身份，故有種使命感要推廣
法國文化藝術。
在巴黎期間，嘉欣又到每次她也會光顧的一間
著名芭蕾舞時裝店，因為她要為兩位囡囡扮靚，
她笑說：「兩個囡囡也是學跳芭蕾舞，這裡的芭
蕾舞衣及鞋很cute，囡囡穿起舞衣可以見到肥肥
的肚腩仔凸了出來！」另外，嘉欣到訪奧賽博物
館，以極速時間搜購紀念品，有兒童書籍、名信
片、磁石貼及糖果等，滿載而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姚進長沙報道）
上周《我是歌手4》終極淘汰賽中四位首
發歌手進入總決賽，而容祖兒、張信
哲、老狼三位補位歌手將在本周同七組
離線歌手爭奪剩餘三張歌王之戰「入場
券」。為在這場混戰中脫險入圍，祖兒
再次以唱跳形式火辣登場，佩戴梅艷芳
舊物挑戰其舊作《放開你的頭腦》，除
獲好友陳奐仁空降幫唱外，更有舞團全
程助力。
祖兒表示自己向來在備戰中都是不遺
餘力，「無論結果如何我都會盡力把每
一場比賽做好，讓更多人有機會看到自
己的表演」。本場競演祖兒身穿迷彩亮
片貼身吊帶裙唱跳演繹梅艷芳的舊作
《放開你的頭腦》，並在歌曲中大膽加

入陳奕迅的經典國語歌《愛是懷疑》，
還邀來該首歌的詞曲作者同時也是自己
好友的陳奐仁助陣，場面high爆。祖兒
說：「梅姐是香港的傳奇，是香港的女
兒和驕傲，所以我今天要把感情都投入
進去，不可以丟她的臉」，為能達得最
好的表演
狀態，自
己還特地
佩戴了梅
艷芳生前
贈予的紀
念項鏈，
希望從中
獲 得 力
量。

香港文匯報訊莊端兒日前前往日本
沖繩出席「Minions Run日本小小兵
歡樂路跑」，是次旅程出發時事件多
多，先是在家前往機場時被call車司機
兜路入油，但司機樣子可憐，故沒對
他有任何責罵；到機場時因人群太
多，竟然排錯隊check-in；落機時又遺
失了放在航機枱上的眼鏡，空姐幫忙
尋找亦無法找回；落機後再發現有一
行李仍在香港機場並沒上機，要待翌
日晨早再往沖繩機場取回，真黑仔！
到達沖繩後，端兒第一件事就是先
取車自駕到位於第一牧志公設市場品
嚐新鮮魚生，之後在附近隨便逛逛便
準備翌日的比賽了。比賽當日，她換
起Minions服飾時，心內想着穿了這
套服裝跑起來會有點累贅，一定要加

把勁去跑，當到達現場時端兒看到的
是成千上萬的Minions在傾談說笑，
氣氛開心非常，但自己心內仍想着怎
樣可以努力完成是次比賽。不過當主
持人在解釋比賽規則時，烏龍的端兒
才知道那並不是馬拉松，而是步行，
枉費了她出發前每天練跑的精神，但
回想也慶幸自己的烏龍，反養成每天
跑步的習慣，令身體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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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女友送上花籃賀開騷

吳浩康沒否認與鍾舒漫復合

■■杏兒最喜歡杏兒最喜歡
這張拿着滑板這張拿着滑板
的照片的照片。。

■■靚人靚景配搭如畫靚人靚景配搭如畫。。

■李氏夫婦早前到十多個
地方度蜜月。 網上圖片

黃致列錄影摔倒受傷
因演出湖南衛視《我是歌手4》而彈起的

韓國男歌手黃致列前晚在內地錄影綜藝節
目《快樂大本營》時，於玩遊戲期間不慎
摔倒，同場還有王大陸及張天愛等人，黃
致列摔倒後躺於地上狀甚痛苦，隨後硬撐
繼續錄影，直至節目錄影完畢後才入院接
受治療，經過詳細檢查後，證實肌肉輕微
拉傷，他離開醫院時還向在門外守候的粉
絲鞠躬致意。然後，他於微博向粉絲報平
安，指自己錄製完《快樂大本營》，遊戲
很好玩，但自己就不太小心，受了一點小
傷，他表示會好好休息，請粉絲們放心。

許瑋甯看《一把青》喪喊
中國視頻網愛奇藝昨日在台灣舉行

開站記者會，愛奇藝台灣站總經理楊
鳴與許瑋甯及愛奇藝創始人CEO 龔
宇均有到場，即將上架的《滾石愛情
故事》劇組亦有現身撐場，其中包括
郭書瑤、夏于喬、Darren、小鬼及李
玉璽等。提到最近熱播的韓劇《太陽
的後裔》，許瑋甯坦言沒有追看，但
她身邊的女性朋友則沉迷其中，反而
她就正追看台劇《一把青》，她自爆
因太入戲，曾在車上大哭，哭到要別
人遞上紙巾。

柳妍熙如願演打女
綜藝節目《奇妙的朋友》的衍生電影《奇妙的

朋友之萌愛》早前在香港國際影視節舉行電影主題
曲發佈會，電影導演張全欣攜同參演的香港「型
格」女歌手柳妍熙到場為該片站台，柳妍熙更首度
現場演繹了該片的插曲《誰記得》。提起真人騷，
柳妍熙表示自己在香港也關注過這檔綜藝節目，被
裡面頑皮又可愛的動物打動，一直希望有機會能與
動物近距離接觸，真的好感謝《奇妙的朋友之萌
愛》給這樣的機會。柳妍熙笑言此次首度挑戰了最
想演的打女，並和杜海濤有許多追逐打鬥的鏡頭，
對自己來說是個不小的考驗，好在導演很照顧自
己，給了自己很多發揮的空間。

祖兒突圍賽挑戰梅姐舊作 莊端兒與萬千Minions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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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看了很
多藝術品，
林嘉欣視為
心靈養分。

■嘉欣在全
球最大飛機
的機翼下拍
照留念。

■許瑋甯本身也是影音
視頻使用者。 中央社

■黃致列昨晚獲酷音樂
亞洲盛典「年度最具實
力歌手」。 網上圖片

■柳妍熙演繹插曲《誰
記得》。

■莊端兒
到沖繩參
加 「Min-
ions Run
日本小小
兵歡樂路
跑」。

■容祖兒找來陳奐仁助陣。

■吳浩康親邀
鍾舒漫胞妹鍾
舒祺睇騷。

■吳浩康的爸
爸現身支持。

■■杏兒穿上杏兒穿上
白長恤輕露白長恤輕露
香肩香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