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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王祖藍、李亞男與林欣彤
（Mag）等人昨日出席《愛食物惜地球之惜食咪》啟動
禮，近期多在內地工作的祖藍，難得與老婆在港露面，已
開設工作室的他已成功簽下Mag做旗下藝人，表示今年會
為無綫劇《老表3》籌備劇本。
獲邵氏注資開工作室的祖藍，繼老婆李亞男、林欣彤

後，還會陸續簽8至10位藝人。有指無綫高層余詠珊力邀
曾志偉回巢做《掌門人》節目挽救收視，問到祖藍有否被
要求回巢時，他笑道：「娘家有需要幾時都可以返去，當
是開派對，最重要有開心的精神。」

「一姐」要倒垃圾
對於李亞男成為公司「一姐」，她笑道：「不要這樣

說，我不是一姐，公司很公平的。」祖藍即用老闆口吻
道：「你小心講說話，雪你的。」李亞男就謙稱自己在公
司也要做掃地、倒垃圾等工作，祖藍謂老婆已超額完成業
績，下半年可以多留家中煮飯。
提到伍詠薇老公偷食一事，笑問李亞男有否看管祖藍

時，祖藍大反應道：「問這些問題？我們經常一起工作，
何況她有好多『針』在我身邊。」李亞男就說：「如果他
有行差踏錯就不客氣，要他跪玻璃、跪榴槤，當然希望他
不會，我們好幸福，有傳媒監察跟蹤。」
林欣彤（Mag）簽約王祖藍工作室後會跟他一起拍惜食

廣告，她說：「我好怕吃剩食物，細個時教落如吃剩飯
粒，將來會嫁個豆皮老公。」祖藍笑指將來何時可以退休
全看Mag時，Mag也表示會努力，因她也要儲錢買樓。問
她簽新公司的酬勞是否很吸引，她推說都是商業秘密，總
之雙方面都很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鄧麗
欣（Stephy）、劉浩龍（師兄）聯同
太陽娛樂集團老闆周焯華（洗米華）
昨日出席旅遊展，以介紹集團未來旅
遊業務動向。盛傳快將再為人父的洗
米華有單獨給傳媒拍照，但問到Man-
dy Lieu分娩沒有，以及何時回港，他
一律沒有回答，繼續保持低調。
Stephy以通花裸色布打底裙現身，

給人一種若隱若現感覺，她透露近日
聯同樂基兒、周秀娜合拍動作片《女
士復仇》，剛通宵拍完打戲，很是辛
苦疲倦，因是剛開拍關係，暫時都沒
有受傷，她笑說：「戲中我是最打
得，但現實裡沒有打過，日前先拍完
我們三個女人互片的戲，我已向她們

聲明不許打臉，（打胸呢？）那我最
不着數，哈哈，其實開槍場面比身體
接觸的多，導演會錫住我們。」
有報道指其舊愛方力申經常以探訪

鄰居張繼聰為名，順便探埋Stephy，
原來他們三人都是住在同一屋苑，對
此，Stephy一頭霧水說：「無喎，我
們一直沒有見面，他無探我，短訊都
沒有，（如同陌路？）這是過度期，
給時間大家過度一下，相信可以做到
朋友的。」

代Kary否認有喜
說到有傳吳雨霏（Kary）因有喜而

暫停錄歌工作，Stephy代老友Kary否
認有喜：「她去了旅行不在港，所以

這段時間沒找她，之前已知她會暫停
錄音，（有喜？）不是，聽她說是想
休息，因結婚後一直都忙，所以這時
間想過下二人世界，希望他們從中造
人，至於會否在這段時間有咗便不知
道了。」失戀後的Stephy寄情工作和
打排球，本周六又再出賽作戰，積極
練球之下更搞到右手尾指腫了。
師兄獲公司安排於去年11月到韓國

旅行，同行有經理人黃柏高，兩人更
齊齊享受Spa，師兄笑言他們同一間
房，肉帛相見。另昨日是師兄女友容
祖兒的36歲生日，被問到如何跟祖兒
慶祝時，師兄顯得有點避談，原來因
他的好友兼祖兒化妝師早前剛病逝，
心情受到影響，所以女友生日會低調

慶祝。師兄指沒計劃出外食飯，也不
會親自下廚，笑問他們眼望眼，有情
飲水飽嗎？師兄笑謂：「由得我亂噏
啦，（已準備禮物？）得㗎啦，過了
這一日先答你們，總之大家身體健
康。」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植植）昨天
36 歲生日的
容祖兒（Jo-
ey），唱片
公司選其生
日正日推出
最 新 專 輯
《J-POP》，
籌備兩年的製作終於面世，並成為生日禮
物，份外有意義。祖兒的歌，充滿Pop之
風味，因為這位J小姐唱過無數流行Pop
Songs，用J-POP來形容最適合不過！早前
Joey出席品牌活動，現場有外國男模跟她
熱情打招呼，笑說：「我知道你的歌！」
Joey笑着回一句：「是哪一首呢？」對方
居然用半鹹淡的廣東話來唱《我好得閒》
的副歌，逗得Joey笑不攏嘴，亦足以讓大
家看到，好的Pop Songs流行魅力無法忽
視，這些歌可以Pop進入你任何的生活場
境當中。

出招防祖藍偷食？
亞男多線人監視

Stephy澄清小方無探望

祖兒牛一正日出專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無綫

藝員楊證樺與沈可欣昨晚於酒店補擺
婚宴暨囝囝百日宴，筵開28席，多位
圈中人包括黎耀祥，王浩信，朱千
雪，唐詩詠，蔡思貝，鄭世豪，鄭俊
弘等均有來臨。原本受邀來喝喜酒的
黃子恆、未知是否近日與裕美的緋聞
影響，昨晚託好友鄭世豪向傳媒表示
未能出席。
楊證樺表示先忙於劇集拍攝工作

後，才與太太去度蜜月，他說：「現
在我已每天都掛住BB，幸好現今科技
先進，有視像可看BB。」太太表示未
有因有BB後要減少工作，反而會更努
力工作，她笑言未習慣做媽媽，笑
道：「尤其BB未戒夜奶時最辛苦，剛
餵完他又喊，只好兩公婆互相照顧
BB。」他最開心能與兄弟姊妹團到電
視城大合照留念，說道：「因為我和
太太都在TVB認識，問公司時就一口

答應，這張相令我畢生難忘。」
擔任伴郎的楊明笑言已不知做了多少

次伴郎，已疊埋心水自己「嫁」不出，
他說：「別人說做伴娘只可做3次，我
做伴郎都有10次8次，反正都超過了，
新郎又是好朋友就繼續做。」
黎耀祥大讚一對新人都是好演員，

笑稱新娘子在劇集中也做過他太太。問
到有否傳授夫妻之道，祥仔說：「不用
了，他們都是圈中人，會懂得相處。」
提到黃子恆與裕美流出情慾對話，祥仔
說：「我有留意新聞，短訊可大可小，
有幾露骨？如果女方是離了婚，大家都
單身沒所謂，難道一世人要一個人過？
感情是沒有對錯，最重要是他們二人覺
得對。」唐詩詠單拖前來婚宴，解釋主
人家沒有邀請男友洪永城，笑問是否怕
被人追問婚期，她說：「不怕，自己未
有計劃，雖然都開始多人問，但沒有給
自己壓力。」

楊明為楊證樺婚宴做伴郎

■■鄧麗欣鄧麗欣

■■楊明擔任伴郎楊明擔任伴郎。。

■唐詩詠單拖前來婚宴。

■祖兒籌備兩年的專輯面世。

■■祖藍帶同旗下藝人李亞男祖藍帶同旗下藝人李亞男、、林欣彤出席活動林欣彤出席活動。。

張文慈（Pinky）早前在微博貼上與李
麗珍合照，爆出珍妹與潘源良分手一
事，昨晚Pinky出席活動時，被問到珍妹
的近況時，明顯收口不敢再多講。
早前Pinky與珍妹去了台灣散心，問到

珍妹心情如何時，她面帶尷尬說：「我
唔係咁方便答，佢心情我唔知，（是否
已分手？）我唔係好清楚，私人事都係
等佢答返，無理由由我呢個局外人答，
（珍妹叫你唔好再講？) 我諗唔好再講人

哋嘅嘢好啲，（上次微博甫文珍妹有微
言？）佢知嘅，我唔會做啲佢唔知道嘅
嘢。」當問到她可有介紹男仔給珍妹認
識，她笑言自己都想別人介紹男仔。
近日有報道指珍妹榨乾了潘源良一千

萬？她繼續避談說：「答唔到，唔清
楚，（報道扯埋珍妹個女落去？）都唔
知點解。」被問到珍妹是否瘦了很多
時，她指靚女任何時候都要瘦。報道又
指珍妹身邊好姊妹都勸她分手？Pinky即

說：「我唔敢講，（私下傾？）唔方便
回應。」
再問到珍妹的心情是否已平伏？Pinky

稱真的不清楚，但近期真的多了約珍妹，
只是慰問她隻腳舊患好些未，而台灣之行
主要是去醫腳，同行還有一位共同朋友。
之後Pinky又為了不能回答記者的問題而
道歉，問到以後是否也不敢在微博寫文？
她表示只要珍妹明白她就行，又稱並不認
識潘源良。

張文慈自言局外人 避談李麗珍

■■劉浩龍劉浩龍 ■■周焯華周焯華

■■張文慈昨晚張文慈昨晚
明顯收口明顯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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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誠來港出席晚宴的劉曉慶，
性感谷胸上陣，並風騷地轉

身給傳媒影相，其後接受訪問時
透露，她已兩晚沒睡覺，因近日
正忙於演出《武則天》世界巡
演，加上飛機航班取消了，她要
乘搭一日只得一班的火車來港，
但因為答應了明明姐，所以不能
不來，晚上出席完活動後，翌日
凌晨三點又要坐火車返昆山演
出。
談到保養心得，劉曉慶笑言自
己連睡覺都無時間，覺得最緊要
是心態開心，所以很少生氣，以
及時常做運動。既要巡演又要拍
電影的她，被問到老公可有投
訴？她說：「老公都有一齊來，
但訪問就我一人做。」她又稱可
能會減少工作，現時已沒再簽新
的工作，但明年底還要到美國，

其間想抽時間去旅行。

李彩華外地買樓投資
李彩華（Rain）昨晚穿上黑色

低胸透視裙現身。 Rain表示七月
中將拍攝一部內地電視劇，飾演
民族女英雄，劇中有打戲更要拿
刀劍。劇接劇的她又稱之前試過
拍喊戲，一日要喊十次，搞到生
了不少白髮，所以不敢再接苦情
戲。Rain又透露早前拍內地節目
玩遊戲時令頸部受傷。密密接
劇，問到她是否豬籠入水？Rain
笑說：「都係工資嚟啫，（買
樓？）有喺外地買樓投資，澳
洲、英國都有買，香港就無。」
另外，黎燕珊表示與鄭明明相
識多年，當年她離婚時，對方給
予她很大支持及幫助。昨晚與黎
燕珊傳不和的羅霖亦有同場，問

到會否感尷尬？她說：「唔會尷
尬，其實我哋都見過好多次。」

林作不認有氹女友
麥明詩男友林作昨晚陪同媽咪

Lily出席美容活動，早前有指林作
趁女友不在港約會其他女仔，因
而激嬲女友及被媽媽訓話，前晚
問到林作與女友是否雨過天晴，
他就得戚說：「無乜雨，微雨
啫，都係烏雲。」
昨晚林作與媽咪一起接受訪

問，問到新抱仔（麥明詩）呢？
林作笑問記者：「你講邊個
先？」林母即叫他「不要亂講
嘢」。其後林作才正經回答：
「佢要做嘢，無話一定嚟到。」
有指麥明詩拒聽他的電話，林作
說：「應咗啦，佢OK，無乜點
嬲，（靠媽咪做和事佬？）

無。」林母亦稱是兒子自己搞
掂。
談到對麥明詩可滿意？林母笑着

大讚說：「幾好，好乖，我都有叫
阿仔要乖，叫佢要生性。」林作就
指媽咪是誇張派。問到林母是否認
定麥明詩是「新抱仔」？她說：「佢
（指兒子）OK就OK。」不過林作
就說：「太早喇，要拚搏事業。」
早前有報道指林母買定豪宅作

為兒子及麥明詩婚後的愛巢？林
母就澄清：「投資啫。」再問到
林作是否已氹返女友？他說：
「都無乜問題，只係報道誇大
咗，（可再敢同女仔飲嘢？）我
都冇做啲乜，朋友唔係男就係女
啦。」問到他可會向女友麥明詩
派定心丸公開講「我愛你」，他
搞笑說：「如果我瀨咗嘢就會，
但現在都無乜點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梁靜儀）內地女星劉曉慶、李彩華、張文恙同黎

燕珊、麥明詩男友林作、張慧及羅霖等，昨晚出席CMM蒙利坦國際集團五十周

年暨國際斯佳美容協會三十五周年紀念晚宴，集團創辦人鄭明明一身紅色打

扮，配襯翡翠鑽飾現身。劉曉慶透露自己已兩晚沒睡覺，但因答應了明明

姐所以堅持出席。她稱可能會減少工作。

■■李彩華穿上黑色低胸透視裙現身李彩華穿上黑色低胸透視裙現身。。

■林作偕同母親到
場。

■■曾傳不和的黎燕珊曾傳不和的黎燕珊((左三左三))與羅霖與羅霖((右一右一))昨日同場昨日同場。。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朱慧敏晒美背同朱慧敏晒美背同
樣搶鏡樣搶鏡。。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劉曉慶(左)專
誠來港支持集團創
辦人鄭明明。

彭子文攝

兩晚通頂仍守承諾亮相兩晚通頂仍守承諾亮相

劉曉慶劉曉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