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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薛凱
琪（Fiona）與湯駿業昨日到茶果嶺拍
攝MV，兩人一身棒球Look現身，由
於兩人分別手持棒球手套，Fiona即問
工作人員有沒有波及球棒，但最後工
作人員只找來兩支棒球，Fiona即笑
說：「冇波？」引來全場大笑。
Fiona透露

與湯駿業嘔
心瀝血用了
兩晚通宵時
間 來 度 對
白，她說：
「係想講但
唔夠膽講嘅
嘢，同錯過
咗愛嘅人，
（你錯過咗
邊個？）錯
過啲就唔好
講，所以叫
啲人好好爭
取。（可試
過翻兜？）

係咪凍咗要加熱，好似炒飯咁？」
單身多時的Fiona被問到寂寞多久？

她不願透露：「呢個唔係重點。（慣
咗一個人？）答你唔想拍拖都係呃
人，但工作同家庭嘅愛取代唔到戀
愛，唔使擔心我。」身旁的湯駿業即
笑謂擔心她。Fiona自言雖有追求者，

但 不 多 ：
「一隻手數
晒，一年都
冇兩個，冇
機 會 識 朋
友，（追求
者 係 圈 內
人？）係圈
外。」曾被
拍到與男伴
出入酒店的
Fiona，解釋
那次只是經
過，令到她
不敢再去酒
店飲咖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
靜儀）薛家燕昨日以樂施
大使身份到尖沙咀出席
「寫字扶貧」硬筆書法比
賽頒獎典禮，除了培養學
生對書法興趣外，亦透過
此舉籌款。家燕姐笑言平
日有練書法：「自己嘅字
體係仿細明體，較直及瘦
長，同真人係兩回事。」
家燕姐又稱三個子女小
時也有練書法，覺得對個
人修養很重要，之後每逢
農曆新年他們都會寫揮春
貼滿屋企，為了鼓勵他
們，她亦有將揮春送給親
友。家燕姐指現時隨科技

進步，已經很少親手寫
字，改為用短訊聯絡，不
過每逢生日、母親節仔女
都會親手寫卡送給她，她
也不捨得丟，而且十幾年
前和現在寫的說話也不
同，很貼心。
問到家燕姐以前讀書時

可有寫過情信？家燕笑
說：「我好遲熟，廿到掹
先拍拖，同埋當時事業成
功無時間拍拖，但收到好
多情信、紙仔，讀書時考
緊試都有啲係拋入嚟，
（奪得芳心？）都有遇到
嘅，但父母管教很嚴，不
准談戀愛，夜晚十點就要

返到屋企，一有電話打來
爸爸一話『唔喺度』，就
知道係男生打來。」34歲
結婚的家燕姐，指當時每
日都收到三封情信，非常
大疊，但只留下一、兩
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崔碧珈（Ani-
ta）、陳婉衡、陳潔玲與「沙律」張沛樂昨日
為商場宣傳行泳衣騷，兩位「咪神」Anita與陳
婉衡上圍出眾吸引大批攝影發燒友到來，Anita
更由男舞蹈員扯開外衣，露出新款泳衣登場，
技壓全場。身材輸蝕的陳潔玲則以皮膚白取
勝，而沙律更要穿一件頭密實泳衣避風頭。
崔碧珈笑言出場時曾擔心失手，笑道：「怕

扯不開外套，又怕太大力扯走更多。」指她身
材是眾女中最突出，Anita說：「個個都勁，反
而羨慕她們很瘦，我都努力減肥想令線條更
靚。」擁有健身教練牌的Anita，表示一個月前
接到泳裝騷工作後，已開始勤做健身減磅，可
惜她屬骨架大的人，只能將脂肪轉成肌肉。問
她有否節食減肥時，她稱入行初期曾過度節
食，之後回復食量對身體不好，所以現在以做
運動為主。今年會出寫真集的Anita，表示原定
去年推出，但因甲狀腺出問題推遲，問到寫真
集有何賣點，她說：「今次是我第一次出寫真
集，應該會用『崔碧珈』做書名，主要行運動
風，一定不會三點盡露，要露只有眼睛那一
點。」
陳婉衡笑言為泳衣騷努力節食，每天只吃生

果和沙律，完騷後已急不及待去吃大餐。身材
輸蝕的陳潔玲就笑指陳婉衡身材「離地」，不
是人類應擁有。問她現在身形是否比選港姐時
更好，她說：「好過選港姐時，因為當時不識
減肥，入行後雖然重了，但有做運動令線條更
靚。」不過，陳潔玲坦承在兩位「咪神」前，
自己有加工在泳衣內添手腳。對於孫慧雪推出
寫真集，陳婉衡與陳潔玲都笑言沒人找她們影
寫真，但贊成對方在最弗的時期拍照留念，到
時也會捧場支持，更要向阿雪索取親筆簽名。

崔碧珈
行騷扯爆衫最搶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
記者 洪嘉禧）余文樂
的獨立品牌MADNESS
本月適逢兩周年慶，他
日前特地選址台北華山
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
區 開 設 「POP UP
STORE」。
開幕當日，店外一大

早已有粉絲開始排隊，
甚至一度吸引超過三千
人到場，而樂仔的好友
陳建州、范瑋琪夫婦等
人送上花籃祝賀。樂仔
當日穿上自家品牌服
裝、搭配簡單配件帥氣

現身，到場後即直奔店
內視察。
對於品牌深受台灣民

眾歡迎，樂仔坦言感覺
很開心，而且有點嚇
到：「選在台北開
POP UP STORE，因
為自己對台北很有感
情，出道的時候是從台
北出道、台北也有很多
朋友。」樂仔表示開設
的最大目的，是希望能
與人分享潮流與設計的
理想及理念，更透露十
月將會在北京開設第一
家專門店。樂仔更與日

本混血名模水原希子推
出聯名產品，並找來國
際知名攝影師夏永康操
刀。

家燕姐學生年代狂收情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吳文釗）黃夏蕙前
晚 與 契 女 艾 美 琦
（Amy）替《聾協 40
周年慈善晚會》擔任表
演嘉賓，原定二人打算
合唱粵曲娛賓，可惜因
時間不足，加上雙方都

是唱男聲未能成事，只
好各自唱時代曲表演。
夏蕙姨笑言粵曲是易

學難精，所以契女在短
時間內很難學到，她
說：「粵曲對她來說是
很難，與時代曲是兩回
事，而且大家都唱男
聲，要合唱就要相就一
下。」稍後夏蕙姨與契
女會到內地拍戲，她表
示近日才會收到劇本，
現在未知要演哪種角
色，她說：「應該都是
我做她的媽媽，造型暫
時未知，都不介意出動
私伙衫。」

艾美琦（Amy）則表
示學了兩個有用手語，
即場示範打出「我愛
你」和「遇到困難不緊
要，努力會搞得掂」的
手語，她說：「人生都
會遇到不少挫折，我都
有好多負面新聞，所以
這些手語也可以跟自己
講。」笑指她是否未夠
班未能與契媽合唱粵
曲？她說：「契媽之前
練了兩日歌，但始終年
紀大中氣不足，原本找
我一起唱，但我又不夠
時間練，最後只好決定
唱回時代曲。」

黃夏蕙攜契女內地拍戲

余文樂台北開「快閃店」

薛凱琪嘆錯過愛的人

■余文樂到店內視察。

■■薛家燕薛家燕

■■湯駿業笑言湯駿業笑言
擔心薛凱琪的擔心薛凱琪的
戀愛問題戀愛問題。。

■黃夏蕙與契女未
能合唱粵曲。

■■兩位兩位「「咪神咪神」」崔碧珈崔碧珈
((右右))、、陳婉衡風頭壓全場陳婉衡風頭壓全場。。

離開無綫有八九年的林文龍，表示今次回巢
全因為與監製關樹明合作無間，二人早前

也在香港電視合作過，他說：「傾劇本時覺得
好新鮮，而且杜生（杜之克）好積極搵我，接
受由我提出的要求。」酬勞方面，林文龍坦言
很滿意，事前也沒想過無綫可以付出合理價
錢，他說：「今次是一個大突破，因為TVB向
來人工偏低，今次有幾倍升幅，可以維持生
計。」他更大讚今次無綫製作很有誠意及突
破，劇本已出了一半，相信臨場「飛紙仔」機

會不大，而且與宣萱首次合作拍劇，觀眾會有
一定新鮮感。

宣萱傾5分鐘即簽約
也有5年未拍無綫劇的宣萱，笑言為娘家做

「開荒牛」拍4K劇，她說：「責任很大，而且
有廿幾年來未試過對稿，作為演員都是好事，
劇集又會全實景拍攝，不怕觀眾投訴穿崩
位。」宣萱也大讚無綫出手闊綽，直言：「以
前走一刻會覺得公司不重視你，還要壓價，藝

人希望受到尊重，今次好簡單傾5分鐘就簽
約。」
劇集內容講到香港與台灣女生的撒嬌比拚，

唐詩詠認為每個女生都有撒嬌的特性，覺得香
港女生較少會撒嬌，她說：「香港女仔比較獨
立、堅強和有耐力，而台灣女生就比較溫柔，
說話比較嗲，我認為每個女生只要有愛情都會
撒嬌。」笑指她有否向男友洪永城撒嬌時，詩
詠笑道：「他是免疫不受這套，有時會向他嗲
一兩句，但他會叫我『正常返』。」

回巢拍回巢拍44KK劇酬勞幾級跳劇酬勞幾級跳

宣萱宣萱林文龍林文龍
無綫變闊綽無綫變闊綽讚讚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吳文釗）由林文

龍、宣萱回巢無綫拍攝

的新劇《不懂撒嬌的女

人》昨日舉行記者會，

有份演出的唐詩詠、王

浩信、高海寧與劉丹等

人也有出席，現場各女

藝人分別示範撒嬌本

領，宣萱向文龍撒嬌時

被對方嫌棄不要再挨

近，場面搞笑。由於新

劇標榜 4K 全實景拍

攝，宣萱透露劇組會到

上海及台南實地取景。

香港文匯報訊 陳慧琳（Kelly）的
「Let's Celebrate 世界巡迴演唱會」最近
巡演到美國，明晚Kelly便會於美國Reno
開騷。飛抵三藩市後，Kelly先跟三藩市
西岸歌迷見面，來個簽名聚會，之後就
馬不停蹄飛往Reno準備。
是次Kelly與二百多位美國歌迷見面，
她表示自從為人母後，已經多年沒到美
國演出，不單歌迷掛念她，她也掛念歌
迷，所以就決定到埗後先跟歌迷們聚
聚，豈料簽名會吸引二百多歌迷捧場，
令Kelly既開心又感動。
會上Kelly與歌迷聊天，以及為他們逐
一簽唱片及演唱會海報。其中有歌迷參
加過當地選美，並贏了「才藝小姐」，
她就戴上后冠來見Kelly；又有懷孕歌迷
即使臨盆在即，也趕來要簽名，Kelly笑
言她的簽名有神力，為她加持生個靚寶
寶！

三藩市當日的天氣非常好，可惜因為
工作關係，Kelly未能遊玩，簽名會完了
便馬上飛往Reno為巡演綵排。首次到
Reno演出，Kelly謂非常期待跟歌迷見
面，待演出過後，她會留美國幾天放
假，到時再好好休息玩幾天。這次囝囝
們因為要上學，所以沒有同行，Kelly坦
言：「囝囝們都有扁晒嘴呀，話唔帶佢
哋去，之後補返啦，等佢哋放暑假，就
同佢哋再去旅行囉。」

Kelly三藩市搞簽名會
歌迷戴選美后冠見偶像

■■KellyKelly 想與歌迷想與歌迷
交流育兒心得交流育兒心得。。

■■有歌迷贏有歌迷贏「「才藝小姐才藝小姐」」戴戴
上后冠見偶像上后冠見偶像。。

■■KellyKelly已經多年沒到美國演出已經多年沒到美國演出。。

■■王浩信王浩信「「反串反串」」扮女人扮女人，，向詩詠撒嬌向詩詠撒嬌。。

■■新劇新劇《《不懂撒嬌的女不懂撒嬌的女
人人》》標榜標榜 44KK 全實景拍全實景拍
攝攝，，劇組祝酒預祝成功劇組祝酒預祝成功。。

■宣萱向林
文龍撒嬌，但卻
被對方嫌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