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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慶全）馬國明
與唐詩詠昨日齊出席
剪綵活動，詩詠即場
炮製蛋糕，更親手餵
到馬明口中給他試
味，馬明即笑說：
「 好 甜 ， 甜 到 漏
呀！」
詩詠之前也親手整
過一次蛋糕送給朋
友，男友洪永城倒沒
試過其手勢，且要再
練習一下，而男友亦
應不會主動提要吃她
整的蛋糕，因他都不
懂下廚。至於馬明亦未親手整過蛋糕送給女生，製作
小禮物則試過，由於他是跟母親同住，食方面是有依
靠。笑問到馬明將來有何打算？詩詠代答：「以後有
老婆照顧，有的了！」再問馬明是否已有女友照顧？
他笑說：「我很多緋聞，不過現在拍《心理追兇》就
暫時未傳緋聞，劇裡邊好多女仔，有湯洛雯、楊秀
惠、蔡思貝、王君馨。」要選新緋聞女友，馬明笑言
最好四個都傳，之後每人一齊做一單活動，這定很好
賺。
唐詩詠與馬國明是第二次合作出席活動，算是貴精
不貴多，她也大讚馬明形象好又有住家男人感覺，至
於她自己都有做家務，買日用品都會去講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佘詩曼（阿佘）
與許紹雄（Benz雄）昨日
到將軍澳電視城接受《東
張西望》訪問，並為電影
《使徒行者》宣傳，電影
將於八月暑假檔上映，二
人都表示十分期待。
Benz雄表示之後會與阿

佘並肩作戰宣傳。阿佘指
月底開始至八月中便要到
中國大江南北宣傳，完成
連串宣傳後打算休息，因
之前拍《使》片一場戴住
電單車頭盔的飛車場面受
傷，傷及頸椎舊患，她說：「keep住有睇醫生移返正確位置，
（痛到喊？）又未去到咁嚴重，但會影響手臂痲痺，醫生叫我
休息半年，但聽唔聽係另一回事。」她笑指拍攝前也不知會有
如此多動作戲，有飛車、打架、槍戰及爆破，因為拍電視版也
只是拿摺櫈，她苦笑說：「導演太睇得起我。」
Benz雄就笑阿佘原來是做到的，只是瘀晒。談到他飾演的覃

歡喜（歡喜哥），在電視版本中是死去的，但在電影版中卻翻
生？Benz雄指電影版中會解釋他為何沒有死，是因為被吳鎮宇
救了。問到今次可要拍打戲？他就笑：「要打......打死阿釘（阿
佘飾釘姐）。」阿佘指場戲是講Benz雄寧願她死在他手上好過
死在別人手上。問到阿佘打算休息多久？她謂暫時是有這個想
法，但有時有些好吸引的工作又會忍不住接，Benz雄則笑指她
想放假只是一廂情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黃翠如昨日到上水出席理
財中心開幕活動，穿上背心短
裙的她罕有地露出「事業
線」，活動上她又與醫生莫樹
錦分享健康心得。
翠如受訪時表示服飾是大會

提供，只知道是背心裙，但不
知道如此低胸，問到男友蕭正
楠（Edwin）可知道？她笑
說：「係性感咗啲，男友唔會
知，但佢覺得無嘢，公司咁多
好嘢睇，我呢啲無乜睇頭唔會
睇。」翠如表示沒有投資心
得，只會儲錢放在銀行，問到
有幾多位數？她說：「細個幫
人補習，大學畢業已儲到20萬
港元，所以買咗粒紅寶石戒指
畀媽咪，要幾千蚊。」
至於她與男友又是否財政獨立？翠如指與男友的財政是完

全獨立，覺得現今女性要好好管理金錢，因這幾年有朋友因
癌症過身，還要比她年輕，的確有點驚，所以女性去到某個
年紀要開始做身體檢查，最近開始儲緊勇氣：「自己都少做
body check，細個係『藥煲』，成日出入醫院，大個做嘢反
而身體好啲。」翠如又表示已強迫了男友去做身體檢查，笑
說：「Edwin係同最愛嘅曹永廉（阿廉）一齊去做，因為阿
廉格價好叻，結果出來係阿廉身體好過Edwin。」不過她就
否認是做婚前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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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場地雁棲精品酒
店位處北京近郊懷柔區
雁棲湖島上。雖然位置
偏遠，但雁棲湖水面寬
闊，湖水清澈，每年春
秋兩季常有成群的大雁
來湖中棲息，故而得
名。2000年更被國家
旅遊局評為國家AAAA級風景區，2014年APEC峰會也在
該地點舉行，成功打響名堂。

會場佈置昨晨正式向外發佈，屬妍希指定要的公主風，
場內的一杯一碟都有閃石配襯，連酒瓶上都有用水晶粒砌
成兩人姓氏英文簡寫的字樣「C & C」，門口則有近千白
黃玫瑰作裝飾，整個佈置閃亮又華麗，也讓人開始期待明
天在台北舉行的歸寧宴。

依照傳統新郎陳曉和伴郎團都要通過伴娘的
考驗，最終才能迎娶美嬌娘。陳妍希的伴

娘團一共有6位，當中包括台灣女星陳喬恩、
Twins成員鍾欣潼（阿嬌）以及內地藝人胡冰
卿，有網友大讚妍希組了「史上最美伴娘
團」。話雖是「最美伴娘團」，但她們絕不留
手，妍希更親自設計關卡，難度極高。陳曉昨
早率領「伴郎團」陳翔、鄭國霖、王茂蕾、張
哲瀚、馮起龍、何奉天等浩浩蕩蕩準備搶親，
顯然未知大難將至。
而在最關鍵的默契答題上，妍希精心設計的

問題均讓陳曉難以招架，導致「伴郎團」不斷
被罰，要用芥末牙刷刷牙，被辣得眼淚鼻水狂
飆，不過喜感十足令現場一片歡樂。另外，透
過答題環節，眾人也發現了陳曉與妍希間的甜
蜜小秘密，原來每天睡前，陳曉都要對妍希肉
麻地說：「老婆我愛你一生一世。」愛的宣言
環節當然不能少，陳曉向妍希下跪並說出愛的
宣言後，兩人甜蜜咀嘴。
而在奉茶儀式中，妍希媽媽對新人說出祝福

話語時，一度感動得哽咽灑淚；輪到陳曉走到
自己父母身邊奉茶時，他竟然緊張到不知道該
用哪隻腳先走，在現場大喊：「我突然不會走
路了」，之後他承諾會好好照顧妍希及腹中寶
寶。儀式在溫馨又搞笑的氣氛下結束。

阿嬌特別請假人到禮到
阿嬌昨日是伴娘團成員之一，阿嬌更被網民

稱為「史上最美伴娘」！人在北京的阿嬌透過
助手接受訪問，被問到相識經過，阿嬌表示雖
然從未跟妍希合作，但因大家有共同的朋友，
會相約一齊吃飯，慢慢變到好熟悉。阿嬌透露
早前妍希希望自己任她的伴娘，今次是專程向

公司請假，以私人時間上北京。阿嬌對於好姊
妹圓婚，送上祝福說：「好開心，睇到對方好
幸福，好戥她開心，送上無限祝福。（送咩畀
妍希？）有準備禮物，但不公開說了，我們兩
人知就OK。（送咩畀妍希的BB？）遲些知道
BB的性別才送吧。（自己羨慕對方嫁人？）我
感情事隨緣。」

妍希坐小船現身如仙女
今次真是天公作美，由於昨早北京仍然下着

大雨，但到傍晚舉行戶外證婚儀式時雨過天
青，新娘子陳妍希能坐在小船出場，現場更噴
出薄霧，營造如仙女下凡般。鄭元暢和林依晨
亦有到場觀禮。
婚禮進行時，陳曉對妍希說：「我會好好照

顧你，超好愛你，老婆我愛你一生一世。」妍
希回說：「我沒想過我能碰到最愛的人還能結
婚，我會盡這輩子最大的努力去守住這份幸
福。」說罷，她感動流涕，之後一對新人甜蜜
擁吻並交換戒指。
輪到拋花球環節，突破傳統變成抽絲帶，現

場安排十條絲帶但當中只有一條連接花球，表
現恨嫁的陳喬恩一口氣拿了三條，可惜全部落
空。
柯震東跟陳妍希在電影《那些年，我們一起

追的女孩》飾演的柯景騰、沈佳宜深入民心。
曾有指柯震東因有工作在身未能出席婚宴，但
昨日下午他在微博留言稱：「今天男孩要赴女
孩最後的約！等會兒見妳一定比想像美！ 新婚
快樂！我的青春！」，暗示「柯景騰」有機會
現身。讓一眾網友十分期待「柯景騰」可會再
上演咀「沈佳宜」老公的一幕，有網民笑問：
「會不會親新郎啊？陳曉，保重」。

阿嬌陳喬恩組「最美伴娘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凡

文） 「小龍女」陳妍希和「楊

過」陳曉成功開花結果，繼月初他

倆已在合肥領證結婚，昨日這對因

《神鵰俠侶》而結緣的愛侶在北京

舉行盛大婚宴，接受各方親朋好友

祝福。妍希組了「史上最美伴娘

團」，陳喬恩、鍾欣潼及胡冰卿等

人擔任伴娘，養眼度十足。新人奉

茶時，陳曉竟然緊張到「不會走

路」，為溫馨現場添笑料。

會場佈置華麗 圓妍希公主夢

妍希一向人緣好，不少圈中人
雖然因事未能出席喜宴，但亦隔空
送祝福。Twins的蔡卓妍（阿Sa）
同是妍希好友，但卻因家有白事不
方便出席，阿Sa凌晨就於網上盡
訴心中情，她寫道：「真的很可惜
沒辦法在伴娘團幫忙也沒辦法參加
妳的婚禮，不過我真心的希望妳能
永遠幸福、永遠開心、永遠甜蜜！
我們能夠認識成為朋友都是緣分，
作為好朋友，我永遠都會祝福妳，站在妳身邊，當妳再需要
我，我一定會出現，愛妳喔！明天妳會是最漂亮的新娘盡情
享受每一個moment吧！恭喜！新婚快樂！」
而李治廷本來也被邀請出席婚宴，但因要工作未能赴宴。

李治廷昨午在微博留言，更向陳妍希連說三次「連生貴子」
祝福，他表示：「這應該是愛情最美好的樣子吧！祝褔兩位
新人新婚快樂，永遠幸褔，甜蜜到老。要不是在拍戲，一定
趕到現場跟你們說恭喜，祝連生貴子，連生貴子，連生貴
子，重要的事要說三遍！」

無法當妍希伴娘阿Sa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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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