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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戀情粉絲瘋狂洗版送祝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御龍）普通話的
「520」跟「我愛你」發音相近，不少人
都用這三個數字來逗另一半開心，連台灣
帥氣小生霍建華也沒例外。昨日下午霍建
華透過微博公佈戀情，大方承認與林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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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並得到女方經理人確認，雖然霍建
華不少女影迷感到意外和心碎，但更多人
願意祝福這對型男美女，兩名當事人的微
博隨即被瘋狂洗版，幸福滿瀉。

本來「霍林戀」一直只是「得個傳字」，屢被兩
位當事人否認，霍建華甚至被認為跟另一男星
胡歌「過從甚密」。因此昨日當戀情曝光，不僅是震
撼整個華人娛樂圈的核彈，祝福聲不斷，更讓那些認
為「霍胡」才是一對的支持者跌到一地眼鏡碎。

■林心如方面稱與霍建
華今年 1 月底生日後開
始交往。
始交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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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影迷支持覓得另一半
事緣霍建華在昨日下午 2 時，於其「華傑工作
室」的官方微博留言「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林心
如」，簡單直接道出兩個訊息—就是想影迷支持自
己覓得另一半，以及那名女性正是林心如。外界可
能還以為他是開玩笑，但當女方經理人譚君平指作
為朋友已有十年的二人，自林心如今年 1 月生日後
便開始加深了解，繼而作進一步發展；換言之，他
們撻着了大約四個月。心如還在個人工作室的微博
寫上「希望&謝謝，大家的祝福」，及心如貼出手
執玫瑰花照片「放閃」，在 facebook 留言：「原來
幸福一直離我這麼近～謝謝你們的祝福 。我很
好！」那便如同一錘定音，「霍林戀」塵埃落定
了。亦有指今次是男方希望公開戀情的。
當霍建華趁着「520」在網上發表「愛的宣言」
後，這段留言得到網民不斷回帖、讚好和轉發，短
短六小時便被人轉發了約 27 萬次，相當誇張。有女
網民說得相當「到肉」：「一直覺得華哥很嚴謹，
不從眾，戀愛絕不會公佈，可是，可是今天老幹部
這麼浪漫！突然間就更明白：『如果一個男的對你
不夠浪漫，並不是他性格不夠暖，只是因為他不夠
愛你。明明是失戀卻還要說祝福啊 ！華哥你好
狠！」

10年前已傳出緋聞
現年 36 歲的霍建華與 40 歲的林心如，早於 2006

■有網友入戲太深，幻想林心如、霍建華、
胡歌的三角戀。
網上圖片

女方多情史 男傳戀喬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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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合演內地劇《地下鐵》時已傳出緋聞，但那
時雙方均予以否定。相隔五載，霍、林再在古裝劇
《傾世皇妃》碰頭，心如更是製作人，她特地找華
哥擔任第二男主角。當時心如透露選角的兩個條
件，其一是要對他有感覺；她亦指感情上自己也是
重感覺的人，顯然早已對他「有feel」。
話說回來，有粉迷早於去年 12 月底、即心如生日
之前便察覺蛛絲馬跡，事緣那時心如在「國劇盛
典」頒獎禮把「最受歡迎演員」頒予霍建華，本來
高興擁抱很平常，但男方隨後主動輕搭她的玉背，
心如「禮尚往來」摸他的腰兼輕聲說悄話，二人的
感情顯然早已不簡單。至於心如 22 年前的男友林志
穎，亦有向舊愛送上祝福！曾跟她傳緋聞後變成不
和的楊一展，雖不再友好，但仍表示「祝福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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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林戀」昨日熱爆網絡，因林
心如投身娛圈多年，真戀情、假緋
聞不
勝枚舉。反觀霍建華則與
陳喬恩發生橫跨 11
年的曖昧關係，
都算相當情
深。
林心如在逾
廿載銀色旅途
中，跟林志穎
是人所共知的
■霍建華和陳喬 金 童 玉 女 。
「雙林」在拍
恩被傳曾相戀。

攝電影《學校霸王》時撻着，並一
度發展成地下情，但後來心如憑
《還珠格格》竄紅，惹來狂蜂浪
蝶，加上聚少離多而步上分手之
路。亦有指女方在拍《還》劇時曾
公開表示對拍檔蘇有朋產生好感，
令林志穎醋意大生。
另外，林心如跟導演唐季禮亦有
一段情，他倆因劇集《男才女貌》
而結識，自 2002 年起屢被傳媒拍到
約會照片，她曾稱雙方的年齡差距
不是問題。可是二人的關係維持至
2008年的七夕才告終。
至於霍建華則在 2003 年和陳喬恩
合演《千金百分百》，之後傳出緋

香港文匯報訊 楊千嬅昨日現身上海參與西班
牙珠寶品牌活動，同場還有韓星成勛等。最近
千嬅都忙着在內地拍攝真人騷，與老公丁子
高分隔兩地，丁子高昨日難得與妻現身活
動，他就「應節」地猛向千嬅猛講「520」示
愛，豈料老婆不解溫柔。千嬅說：「我從來都
唔知道『520』係咩意思，我老公今日係咁同我
■李晨晒與范冰冰合 講，我唔知佢做乜。後來就知道啦，唔怪之得
照放閃。 網上圖片 今日街上咁多嘢都寫住 520 啦！我對數字不敏

「凍齡女神」
不懂潮語
郭藹明自嘲
「好離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郭藹明
（Amy）昨日出席護膚品牌活動，由插
畫家郭詠嘉即場為Amy畫人像畫。
Amy 現 年 49 歲 ， 被 封 為 「 凍 齡 女
神」，昨日一身長裙裝扮展現女神氣
質，她於台上分享與老公劉青雲相處的
點滴，當中提到很久之前的一個生日，
老公訂了束白花送給她，但卻用黑色紙
包着，感覺很是奇怪。
Amy 受訪時仍大讚青雲有心思提早一
日去訂花，還認真地選配黑白色，但當
送了花後見她沒反應，也忍不住問哪裡
出了問題。Amy 笑說：「我就反問他送
這種顏色是否有特別意思？哈哈，還要
是我生日送，我跟他說這束花留到之後
先送給我啦，以後他送花，都是五顏六
色的了！」

■現年 49 歲的郭藹明保養得
宜。

暫抗拒微調美容
被封為凍齡女神，Amy 帶笑表示也希望成真，而其保養秘訣也是留意
飲食，多飲水和多休息。會否也因有個好老公？Amy 哈哈笑反問：「他
又是否凍齡了？不過還是我凍一點，我手凍腳凍嘛！」現流行微調美
容，Amy 坦言怕打針會痛，但將來科技如何大家不知，可是她偏向不會
做創傷性的東西，加上忍痛能力又低，所以暫時應該不會了。
又會否接受到 60 歲時有皺紋？她笑言也會接受不來，然而這定會發
生，亦不可以不接受，既然「凍」過之後會慢慢變熱，還是看個人的心
態吧！
提到港姐麥明詩於旅遊節目中被指好「離地」，Amy 反問「離地」的
意思，經記者解釋過她便說：「可能返回讀書地方好開心，返鄉下都會
經常提鄉下啦，這個好自然，我哋換個方式去看，世界就更加美麗，我
無返洛杉磯，如果返到去都會不停講，其實我都好離地，離晒大譜呀，
我真的不懂那麼多潮語！」最近不少藝人也參加內地真人騷演出，Amy
則未必考慮，因想把私生活保密，豐厚酬金暫時也未能將她打動。

■陳庭欣

感，平常我連繳費數目和日期都記唔到。（佢
有冇嬲？）佢話520就係佢對我最大的包容！」
千嬅與丁子高被記者拉着合照時，立即十指緊
扣還一齊做出嘟嘴、四目交投等表情，默契十
足，還異口同聲笑言似再影結婚相。
另外，李晨昨日除在微博晒出與范冰冰的合
照放閃，他還特地在下午 13 點 14 分告白范冰
冰：「520」，象徵着「我愛你一生一世」，
■千嬅與丁子高一齊做出嘟嘴表情，默契十足。
遭網友群起催婚。

君如借意問囡囡感情狀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吳君如昨晚為「書伴我
行（香港）基金會 10 周年籌
款晚宴」擔任司儀，她表示
小朋友養成看書習慣很重
要，但她小時候看到書本總
想睡覺，所以為了讓女兒培
養出閱讀興趣，君如要以身
作則，特意在女兒面前裝作
在看書，她笑說：「要騙人
先要騙過自己，不過現我喜
歡了閱讀，書上又有拼音，
連普通話都進步不少。」
君如指出女兒逐漸長大，
會懂得問有關父母的戀事，
曾問她跟老公陳可辛是怎樣

聞，更被拍到齊逛夜市，但雙方拒
認拍拖，只稱互有好感。到 2013 年
他們再在《笑傲江湖》合作，儘管
觀眾屢叫「復合」，他也再沒斬釘
截鐵說不，說着「我心裡有個位
置，不管以後怎樣都一定會留給
她」，外界即揣測那是指喬恩。

撐麥明詩只是講事實
陳庭欣 蔡思貝

老公猛講
「520」千嬅不解溫柔

■林心如與霍建華早於
2006年合作傳緋聞
2006
年合作傳緋聞。
。

認識，令她感覺女兒開始步
入另一階段。而由於女兒就
讀男女校，她會借意問女兒
有否男生是喜歡的，女兒只
沉默沒回應，她就去想女兒
才 10 歲 ， 是 個 純 真 的 小 女
生，應該不會的。笑問她對
着女兒會否虛報情史，不想
女兒太早拍拖？君如哈哈笑
說：「我初戀在 19 歲，已很
遲了，如果跟女兒說自己 21
歲才初戀會否太過分呢！哈
哈！」至於對未來女婿的要
求？君如笑指未考慮，且有
有就煩了，盡量保持她的童 ■吳君如
真吧！

祖兒大頭蝦忘記
「520」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吳文釗）容
祖兒、張敬
軒、鍾舒漫
與JW等人昨
晚出席時裝
品牌宣傳活
動，穿了一
雙閃燈拖鞋
到 來 的 祖
■ 容 祖 兒 「 踢 拖 」 現 兒，笑言完
身。
全忘記昨日
是 「520」 大 日 子 ， 透 露 男 友 劉 浩 龍
（師兄）有向她表示，但甜絲絲地笑稱
不能告訴大家送了什麼給她。

祖兒笑言自己不是注重時節的人，所
以 也 完 全 忘 記 「520」 日 子 ， 她 說 ：
「我從來都低調，不過他（師兄）一定
有心思過我，我份人大頭蝦，平時不注
重時節，因為平時已表現得好好。」問
到男友送什麼給她，祖兒甜笑道：「當
然不能說，他是叻仔。」笑指她日前才
以「衰佬」稱呼男友，昨日就改口叫
「叻仔」，祖兒解釋道：「這個稱呼幾
好，好有《大時代》feel，衰佬不是一
個貶義詞。」至於男友是否真的做了馬
主，祖兒表示已問過師兄，說道：「他
說沒有，還說要先做好工作。」祖兒月
底與克勤到澳門開騷，她透露會表演彈
結他來回饋歌迷，所以現在不能留長指
甲。

■蔡思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無綫
籌款節目《萬眾同心公益金》將於下
周六舉行，昨日有份參與節目的藝員
和歌手包括蔡思貝、陳庭欣、許廷
鏗、吳若希、吳業坤、泳兒及蔡國威
等，一同出席記者會公佈有關內容。
日前播出港姐麥明詩《星星探親團》
一集後被批評炫耀學歷及「離地」，
蔡思貝與陳庭欣就不認同，認為麥明
詩是劍橋學生是事實，相信是講者無
心、聽者有意。
陳庭欣笑言自己也不敢看網上評價
自己參與的《星星探親團》，她說：
「我們每一輯都有不同主題，麥明詩那一集是用劍橋
去包裝，其實入讀劍橋是不容易，她又是十優狀元，
我都想入劍橋，不過是將來入護老院。」蔡思貝也力
撐師妹麥明詩，說道：「覺得大家太偏激和誇張，她
提及自己的出處沒有問題，事實她是劍橋學生，可能
講者無心、聽者有意，又不用去針對她。」
過檔無綫後首次參與大型節目的蔡國威，被問到之
後會否參與更多他拿手的司儀工作，威仔說：「慢慢
來，兩間公司演員的演繹方法都不同，自己仍在摸索
階段，最重要是有機會，會等公司安排。」

坤哥重申沒跟Aka拍拖
吳業坤近日被人重提舊事指他在生日當天狠飛女友
Aka，昨日他強調與對方只是好朋友，從沒有承認過
拍拖關係。問他不怕負面報道影響形象，坤哥說：
「外出有很多聲音，別人怎看我、怎寫我都控制不
到，所以不會被這些新聞影響到自己。」
吳若希與許廷鏗早前為無綫到台灣拍攝旅遊節目，
二人在台灣遇上地震，有經歷過大地震經驗的吳若希
表現淡定，還取笑許廷鏗地震時仆倒，許廷鏗說：
「第一次感受地震，如果是震央中間都幾恐怖。」至
於環球與無綫再度交惡，他們都表示自己是小朋友，
不知大人們會怎處理，作為歌手只想與更多平台合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