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紫睿爆劉燕妮未嫁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唐紫睿（Hazel）與郭思琳等，前晚出
席ViuTV真人騷《G-1格鬥會》慶功宴，席間眾人開香檳慶祝，原定
出席的劉燕妮（Rika） 臨時缺席，Hazel指前一晚與Rika通過電話，

對方知道現場有傳媒，加上已決
定退出娛樂圈，覺得不應出席。
有傳Rika將和富二代結婚？

Hazel代為否認：「佢未嫁，都
係剛剛開始拍拖，佢男朋友係我
介紹認識，希望大家唔好葡萄佢
哋，（識了男友才退出？）唔
係，佢退出係因為自從拍了
《G-1》後有好多是非，受了很
多攻擊，覺得委屈，受不住壓
力。」

■■唐紫睿唐紫睿((右右))拒認郭拒認郭
思琳是朋友思琳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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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文樂向周冬雨曖昧告白

香港文匯報訊余文樂與比小他11歲的
內地女星周冬雨錄影真人騷《我們相愛
吧 2》，二人近來的舉止愈來愈「粉
紅」，早前播出的一集，樂仔更不斷催
眠叫周冬雨結婚，又認真地問周冬雨
「在相處期間可有真心愛過自己」，令
一眾觀眾開始懷疑樂仔是否已經墮入愛
河。昨日凌晨，樂仔在微博上載周冬雨
從後摟其頸的相片，並留言：「她：我
是不是身材真的很不好？我有24歲的年
齡，14歲的身材。我：沒事啊，我34歲的年齡，14歲的智商。我們，
挺合適的。」疑似在網上向周冬雨傳情。

香港文匯報訊 泳兒早
前為新歌《浮沙之路》拍
MV，更以優雅的空中瑜
伽配合旋律拍成MV，為
了今次「離地」的演出，
泳兒花上足足三個月時
間，密密苦練多個高難度
動作，決心變「飛女」，
亦因苦練有功，長期練習
身形自然fit到漏，為此泳
兒笑謂：「空中瑜伽會不
斷訓練肌肉，所以MV裡
面會見到我手臂啲『老鼠
仔』走晒出來！」 為求
達到滿意效果，就空中瑜
伽這一段便用上差不多一
日時間拍攝，其間泳兒反
覆做出倒豎葱、伸展、旋
轉等動作，所費的力氣及
精神不容小覷。想不到一
向給人溫婉柔弱的泳兒體
力不錯，全無抱怨且相當
專業，不停與排舞師及瑜
伽老師商量，即時對動作
進行修改。

香港文匯報訊爆笑動畫電影《Pet Pet當家》找來張
智霖（Chilam）配音，Chilam更是一口就答應，原因
竟是為了博兒子歡心，他說：「由於囝囝好喜歡看卡
通片，所以我時常都想，如果我可以參與一齣好看的
動畫，他一定會好開心，也會以我為榮！」
Chilam又表示自己非常喜愛小動物，由8歲開始已

經養狗，現在也正飼養一隻貴婦狗阿金。與動物非常
有緣的他表示電影橋段令他想起阿金：「我最喜歡電
影中當主人離開住所時，寵物立即作反的情節！有雀
鳥玩電視遊戲機，有小狗聽搖滾
音樂，我不期然會想若我不在
家，我的小狗會做什麼？後
來我發現阿金同電影中的
阿麥一樣，會乖乖在門口
等主人回家，好窩心，抵
我錫牠！」而Chilam更
在配音前向愛犬取經：
「我留意了牠很長時
間，看牠的神態，觀察
牠的要求，對每事物的反
應，還有發出怎樣的聲
響，因為我也有很多經驗，
養過幾隻狗，所以對今次配音
有十足把握。」

香港文匯報訊知名殿堂級巨星樂隊
Air Supply今年踏入40周年，宣佈將於
6 月 19 日來港假九展 Star Hall 舉行
「Air Supply 40 Years—Live in Hong
Kong」，門票最貴為港幣$1,880。
藉着這次40周年演唱會，Air Supply

去年展開巡迴之旅，單是去年便已在20
個國家演出超過90場演唱會。兩位樂壇
長青樹，唱作歌手Graham Russell 及主
唱Russell Hitchcock 打從1975年出道至
今，已為歌迷帶來不少經典名曲，今次
專誠來港與歌迷慶祝40周年，為香港歌
迷演唱連串經典金曲，包括《Every
Woman in the World》、《All Out of
Love》、《Even the Nights Are Bet-
ter》and《Making Love Out of Noth-
ing at All》等，與歌迷重溫最難忘時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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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鳥朝鳳》票房近2700萬
香港文匯報訊導演吳天明的遺作《百鳥朝鳳》本月6日上映，導演
李安、張藝謀、陳凱歌等人都力挺，沒想到票房慘淡。12日晚間，此
片製作人方勵透過微博直播，跪求電影院提升排片率，也跪求觀眾支
持。方勵下跪後， 《百鳥朝鳳》單日最高票房終於突破人民幣1,000
萬元，目前總票房接近2,700萬元。跪出票房，影片讓許多人感嘆「為
什麼內地人不愛文藝片」。導演徐崢就建議設立藝術電影院線，讓藝
術片有更長的排片周期，不要和商業娛樂大片在相同平台競爭，這才
是長久之計。

黃致列南京見粉絲送環保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進 長沙報

道）「2016黃致列南京 fans meeting」
上周舉行，作為黃致列在中國的首場粉
絲見面會，現場他準備了眾多驚喜環節
與粉絲親密互動，如親自餵食給粉絲，
讓粉絲害羞不已。黃致列還貼心為粉絲
送上事前精心準備的彩色環保袋，倡議粉絲愛護環境，並以身作則。
在粉絲見面活動中向粉絲贈送環保袋，這在中國尚屬首次，粉絲們接
到環保袋後大讚致列不愧為「零污染男神」。

Chilam配音要向愛犬取經

Air Supply
來港開40周年演唱會

■Air Supply
將為港迷演
唱連串經典
金曲。

■■ChilamChilam稱電影橋段稱電影橋段
令他想起愛犬阿金令他想起愛犬阿金。。

■■黃致列倡黃致列倡
議粉絲愛護議粉絲愛護
環境環境。。

■周冬雨從後摟着樂仔，
氣氛粉紅。

香港文匯報訊昆凌昨日在台北出席代言的
美妝品牌活動，更化身班長帶領大家參與美
白學堂。年僅23歲昆凌坦言對保養已很在
意，現在最追求的就是均勻自然的白皙膚
質。
昆凌當媽後仍不時參與時尚活動，更投資

開設寵物咖啡店，可謂密密賺，問她賺到的
錢需要回家繳給老公周杰倫？還是可以留作
私己錢？昆凌笑說：「可以自己留着當私房
錢，拿來養小孩。」
此外，昆凌前日自爆與周杰倫喬裝去巡

舖，昆凌在facebook留言道：「今天偷偷去
巡店，看到『SMILE』燈飾就有種溫暖的感
覺。」昆凌又上載與周杰倫的喬裝合照，見
當時他倆戴着口罩。不過最後二人仍被眼尖
的顧客發現，還悄悄偷拍他們，並上載到昆
凌facebook上，惹來粉絲騷動。

昆凌自爆藏私己錢
■■昆凌年僅昆凌年僅
2323 歲但對肌歲但對肌
膚保養很在膚保養很在
意意。。 中央社中央社

■昆凌和
周董日前
喬 裝 巡
舖。
網上圖片

蔡思貝與Grace先後從233米一
跳而下，此跳由籌劃委員會聯

席主席蘇聰捐50萬，而Grace媽媽
全程陪伴在側及拍攝愛女跳姿。兩
人跳完笨豬跳後接受訪問，表現十
分 high，蔡思貝表示想跳多次，
Grace則表示跳一次就足夠，笑言可
以贊助思貝跳多次，自己則在樓下
飲住咖啡睇對方跳。問到Grace可會
與男友鄭嘉穎一起跳，Grace立即
say no ，但鼓勵蔡思貝和嘉穎一
起雙人跳，聞言蔡思貝卻說：
「鄭嘉穎見到我都唔 say
hi ，可能唔鍾意我。」

Grace表示以前一直想跳，但家人不
批准，而昨日媽媽陪伴在身旁，
Grace說：「人一世物一世點都跳一
跳，最驚是要自己踏出去跳下去，
似送死，上到去好空白，有祈
禱。」
講到劇集《殭》前晚大結局，

Grace表示：「我同爹哋、媽咪一齊
睇，結局好圓滿，個個條線都有交
代到，好多人都估唔到結局去咗未
來，最尾個景都係荷蘭，個景好
靚。（在荷蘭係咪好多畫面？）係
呀，好多畫面，好多回憶。」

想孖思貝演《還珠格格》
不少網民希望《殭》拍前傳或續
集？Grace表示希望拍續集多些，因
為如果拍前傳，自己繼續不懂講
話。在旁的蔡思貝則搶着說：「我
都想做殭屍呀，我在屋企成日同狗
仔一齊扮殭屍。我係《殭》的忠實
Fans，仲第一次上myTV追晒咁多
集，睇完之後，鍾意咗謝安琪同刑

活着（鄭嘉穎劇中角色）。」Grace
笑說：「咁下集你做佢個妹啦。」
蔡思貝大反應地說：「嘩，咁好大
壓力喎，我同個個男仔都傳緋聞，
你驚唔驚先？（所以咪叫你做鄭嘉
穎個妹？）哈哈，我好勁㗎（指傳
緋聞）。」
問到Grace可會游說謝安琪拍攝續

集？她說：「我知她現在休息緊，
我尊重佢決定，我覺得這些題材都
係隔一段時間先再拍好啲。我心目
中可以同蔡思貝拍《還珠格格》，
我做金鎖，即范冰冰的角色。」蔡
思貝反問說：「金鎖？乜你咁偏，
我以前淨係識趙薇同埋林心如。」

Grace
被思貝挑戰
你驚唔驚先？

鼓勵「發電機」與男友嘉穎交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毅儀 澳門直擊）蔡思貝、

陳凱琳（Grace）昨日現身澳門旅遊塔為公益金節目

《萬眾同心公益金》「JUMP 高飛躍百萬跳」拍攝跳笨

豬跳。《殭》前晚大結局，思貝自言是《殭》的粉絲，

Grace於是鼓勵她若《殭》開續集時可出演，不過有「發電

機」之稱的思貝認易招緋聞，如她出演將會與Grace的男友

鄭嘉穎合作，她笑問Grace：「你驚唔驚先？」

■蔡思貝(右)
與陳凱琳先後從
澳門旅遊塔一

躍而下。

■■陳凱琳昨日終如願跳笨豬跳陳凱琳昨日終如願跳笨豬跳。。

■陳凱琳
的媽媽陪
伴打氣。

■■陳凱琳跳畢後陳凱琳跳畢後，，思貝上前擁抱祝賀思貝上前擁抱祝賀。。

■■事前二人細心聆聽教練講解事前二人細心聆聽教練講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