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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林盛斌
（Bob）、張名雅、農夫與黃心穎等人
昨日參與無綫出席《萬千星輝睇多D》
拜神儀式，司儀經驗豐富的Bob坦言也
為節目緊張，說道：「有一段要我自己
獨白，兩頁紙要一分鐘內講完，要介紹
myTV SUPER 9個台。」提到新電視
台ViuTV播韓劇《太陽的後裔》邀得韓
星宋仲基及宋慧喬來港宣傳，反而無綫
只用自家藝人宣傳誠意不足，Bob表示
今次節目也會介紹多些日韓節目，但要

請日韓藝人來港較難，但也讚公司已用
很多資源去宣傳，提高競爭力。
張名雅早前被揭與律師男友拍拖親

熱，她昨日不願透露拍拖多久，不欲多
談自己的感情事。她說：「自己是圈中
人被拍就沒所謂，不過就不想家人或朋
友受影響，當日只是普通吃飯，沒有為
意有人在偷拍。」是否已視男友做結婚
對象，張名雅說：「不講太長遠吧，是
正常社交認識的，我們都想盡量低
調。」

林盛斌為一分鐘Solo緊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胡杏兒
昨日穿上bra top及緊身運動褲拍攝代言
的阿膠電視及平面廣告，杏兒表示有試
食過產品，但否認是為生仔作好準備。
杏兒表示平日都會有手腳凍的問題，食
阿膠就可以改善問題，她又自嘲年紀
大：「以前我怕熱，而家可能有返咁上
下年紀，就怕凍。(可攬住老公取暖？ )
佢唔係廿四小時陪我。」杏兒透露代言
產品一年，問到酬勞可有七位數？她就
賣關子說：「開心啦，商業秘密。」只
表示為了以最佳狀態拍攝，早一晚也不
敢吃飯。她又大讚試食過產品後，精神
都好了。問到是否為生仔作好準備？杏
兒笑說：「做呢行幾時都要調理。」
對於生兒育女，杏兒表示順其自然，

加上之前放了兩個多月大假，現在要專
心工作一輪先，不過老公都有埋怨少時
間陪他。婚後即埋首工作的杏兒，連買
餸煮飯都無時間，不過她指都有煮
過意粉給老公吃的。問到可有買
補品給老公進補？她說：
「佢唔需要，佢OK的，食到

生暗瘡就唔好啦。」

香港文匯報訊 田馥甄
(Hebe)已定於6月17日在紅
館舉行演唱會，今次是
Hebe單飛以個人身份來港
首度演出，揀選了香港為巡
唱的首站，為此，Hebe呼
籲粉絲們拿出零用錢來售
票，今日是優先訂售門票。
Hebe近日除了忙為新

專輯錄音，更不停為巡唱開
會，她表示除了有新歌之
外，在舞台製作上亦會搞搞
新構思！她說：「我將會在
紅育館舉行2016年《如果
田 馥 甄 巡 迴 演 唱 會
PLUS》, 香港是這次巡唱的
第一站， 門票要開賣啦！
希望大家可以在演唱會上感

受她的開心！這個升級版
巡唱我準備了一些新的環
節和新歌單，你們要來跟
我大合唱喔！」
另外，Hebe入鄉隨俗苦

練唱廣東歌，不過她大賣關
子保持神秘感不肯透露歌
名，因為到時想帶給大家驚
喜！

田馥甄苦練廣東歌會港迷

胡杏兒自嘲年紀大

■胡杏兒表示平日都會
有手腳凍的問題，食阿
膠就可以改善問題。

■林盛斌與農夫任大會司儀。

■■田馥甄田馥甄

袁文傑回巢當新人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吳文
釗、梁靜儀）對於無綫買下亞視的《我
和殭屍有個約會》、《萬家燈火》及
《再見艷陽天》播放，蔡國威、袁文
傑、林韋辰及姜皓文笑言好像重生一
樣。他們又稱在無綫見到很多舊同事很

開心，之後會再聚一聚。問到他們可會
趁機見工？無綫訓練班出身的袁文傑
說：「早兩日傾過偈，(成數高唔高？)
睇機緣，條件ok，(主力做司儀？) 無得
計較，有得做就做，當自己新人一
樣。」
至於被傳遭高層嫌唔靚仔的蔡國威，

被問到阿田叫他去整容？他笑說：「整
來都浪費錢，留返個六合彩樣，怕人唔
認得。」姜皓文就搞笑說：「六嬸無睬
佢，都有個六合彩。」
鄭俊弘笑言自己是來做觀眾睇騷，他

表示希望多個機頂盒之後，可以有多些
音樂節目，有多些機會上台。問到會否

提議公司搞音樂比賽？他說：「當然想
有返，但自己唔會再參加，(是否怕
輸？ ) 係，同埋壓力好大，（做評
判？）又唔夠資格。」有指無綫為留人
才提前與他續約，他透露還有三年合
約，不急於續約，他又說：「會一直效
忠T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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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耀祥（祥仔）昨晚以劇集《巾幗梟雄之義
海豪情》中的劉醒造型示人，他表示因為

要介紹公司機頂盒的經典台，自己又作品多，
以這個造型最容易搞，而且他最鍾意《巾》這
好劇：「呢個班底好難搵返，雯女去嘆世界，
監製李添勝又退休。」

祥仔稱公司大批後起之秀
提到當晚他排頭位，受重用程度可見一斑，
祥仔即笑說：「自己唔慣，好尷尬，因為自己
怕醜，有社會焦慮症。」有傳無綫為挽留人
才，提早跟藝員續約，自言不知情的祥仔透露
仲有兩年約，而且公司未有人同他傾過，可能
自己唔受重視。他又笑言公司人才濟濟，有大
批後起之秀，例如王浩信、張繼聰及陳展鵬。
對於ViuTV開台請來韓星撐場，但「myTV
SUPER」啟動就沒有找外援，會否感到有點遜
色？祥仔說：「唔會，公司本身好多資源，大
家有唔同做法，公司本身製作係重視本土。」
提到他有份主演的《巾幗3》遲遲未播出，祥仔
指公司唔播都無辦法，自己控制唔到，希望在
其他渠道播出。

翠如對股票無興趣
黃翠如與男友蕭正楠一起接受訪問，翠如有
份演出的《愛情來的時候2》將安排在機頂盒播
出，她表示好開心有份拍攝，並大讚有份演出
的黃浩然的角色就像電影《孤男寡女》的白馬
王子角色一樣，令她很心動。女友在自己面前
大讚其他男人，蕭正楠未有介意，還笑說：
「我都係睇黃浩然的戲大，佢風靡咁多女仔，
我都唔介意女友鍾意佢。」
翠如以一身密實打扮現身，並自覺很有型，
問到她是否sell實力？翠如笑說：「自己一向無
條件性感。」提到其父的建築公司上巿後股價
大升大跌成為城中熱話，翠如強調：「自己從
來無參與無買，對股票無興趣，無論股價升

跌，對我哋係零意義。」蕭正楠自爆近日有朋
友向他推介筍盤：「朋友話推介我買樓，話係
筍盤，要一億三千幾萬。」至於外界以為他們成
為富豪而紛紛介紹樓盤，兩人稱：「我們最近睇
到個一億幾的筍盤，要簽多100年無綫至夠錢畀
首期啦！希望大家唔好以為我們有錢，我們沒在
股票上有得益，之後都會努力工作。」

田蕊妮自認是奴婢
田蕊妮與胡定欣兩位視后，昨晚身穿粉紅色

晚裝與多位卡通人物齊齊表演。問到阿田是否
扮公主，她笑言是做返自己。她又稱對演出很
期待，因一生人得一次機會可以同廿多位迪士
尼卡通人物一齊表演，所以好期待。她笑謂排
練期間也有問米奇老鼠可有收看她的劇集。問
到另一半是否也當她是公主？阿田未有回答，
並反問定欣，另一半是否當她BB看待？定欣笑
回答：「唔係(BB)，自己係皇后。」阿田笑言
自己是奴婢，否則不會經常出來工作。
說到當晚有一環節是宣傳無綫買下的亞視舊

劇，並請了幾位前亞視藝員亮相，問到阿田會
否借機拉攏舊同事過檔無綫？阿田說：「呢行
好圓，大家唔會坐死一個地方，當然最好一
齊。」有傳蔡國威之前去無綫見工，被高層嫌
他唔夠靚仔？阿田笑指對方可以騷身材，如果
唔夠靚仔可以去整容，或是用演技搭夠。

汪 明 荃 華 麗 轉 身 壓 軸 現 身汪 明 荃 華 麗 轉 身 壓 軸 現 身

無綫百位藝員無綫百位藝員 傳傳
myTV SUPERmyTV SUPER
宣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

梁靜儀）無綫《myTV SUPER呈

獻：萬千星輝睇多D》昨晚於將軍

澳電視城舉行，由鄭裕玲(Do

姐) 、林盛斌(Bob) 及農夫擔任司

儀，全台過百位藝員空群而出，包

括有黎耀祥、馬國明、田蕊妮、胡

定欣、陳敏之、蕭正楠及黃翠如

等。為了突圍而出，女藝員更紛紛

以性感上陣，張秀文、苟芸慧、蔡

思貝、傅嘉莉及黃心穎等，齊以低

胸示人，而人妻呂慧儀及陳自瑤亦

不輸蝕，前者穿心口開窿裙，後者

則以黑色透視裙現身，最後汪明荃

更晒華麗轉身壓軸霸氣現身，為節

目揭開序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梁靜儀）張秀文以紅
色透視喱士超Deep V緊身短裙現身，問到為何如此
「博老命」？她就解釋：「因為公司有新挑戰、新廣
播模式，自己衫都要有新挑戰、新嘗試。」她表示
已貼滿膠紙防走光。
黃智雯昨晚穿上黃色tube dress，腰間更透視，少
有地性感。提到她主演的新劇《爸B有話兒》被臨時
抽起不在翡翠台播放，她指因公司想在下個月多播青
少年節目，最終都會出街，最緊要配合公司，所以抽
起都唔可惜，而《爸》是講父子情及倫理，可能只是
某部份觀眾喜歡。
提到有傳楊怡不想老公多女埋身，阻止他接拍新

劇，而男主角改由袁偉豪頂上。有份演出的黃智雯
說：「劇集其實一直都cast緊，一直都有改變，唔到
最後都有變。」問到可相信楊怡叫老公推劇？她說：
「唔會，她們好sweet，自己無問羅仲謙點解。」她又
稱袁偉豪是好拍檔，再合作相信會有新火花。

苟芸慧以主持工作為主
清減了一點的苟芸慧以tube dress裙亮相，不過她

認為自己不算性感。久未拍劇的她透露之後會以主持
工作為主，要等身體調理好先再拍劇。問到她的健康
狀況？她說：「呢半年穩定好多，都係一步一步
來。」談到之前她被拍到有新歡？她不欲多談，只稱
對方是朋友。
陳敏之主演的《性在有情》亦將會在機頂盒播放，

問到會否感可惜？敏之說：「唔會，最重要出街，邊
個平台都無所謂。」她又稱機頂盒新推出，要有新節
目吸引人去買。她又大讚《性》劇題材新鮮，劇中更
有很多性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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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 國 威
（左起）、
袁文傑、姜
皓文及林韋
辰齊齊入無
綫宣傳myTV
SUPER 播映
亞視劇集。

■■無綫總動員大晒冷無綫總動員大晒冷，，宣傳宣傳
「「myTV SUPERmyTV SUPER」。」。

彭子文攝彭子文攝

■■田蕊妮與胡定欣兩位視后田蕊妮與胡定欣兩位視后，，身穿粉紅身穿粉紅
色晚裝與多位卡通人物齊齊表演色晚裝與多位卡通人物齊齊表演。。

■■汪明荃和鄭少秋大唱汪明荃和鄭少秋大唱
經典金曲經典金曲。。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胡楓胡楓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苟芸慧及呂慧儀齊盛裝現身苟芸慧及呂慧儀齊盛裝現身。。

■■黃翠如與男友蕭黃翠如與男友蕭
正楠齊齊受訪正楠齊齊受訪。。

■黎耀祥以劇集《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劉
醒造型示人，為經典台宣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