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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gie)、張彥博等昨日到荔枝角出席劇集《完美叛

侶》之 Summer Music Rock 活動，阿 Mo 深情演繹英

女

文歌《Better Man》，劇中激嬲老婆邵美琪的阿 Mo 被安排送花給老婆，他即笑說：「好
易，氹老婆！」而近日人氣急升的張彥博聯同吳沚默及陳健文等組成的 Wave 樂隊，即
場獻唱多首歌曲。
日前被拍到與太太陳茵媺(Amiee)及三名子
阿Mo
女一家五口出巡晒幸福？他否認晒幸福說：
「當日同老婆一次過帶仔女做身體檢查，囡囡要打
針，帶埋囝囝去檢查，順便向醫生取經教仔。（囡囡
打針有冇喊？）佢 OK，反應快，一咳就打，恢復得
快，囡囡兩個月大醫生都讚佢有分量。」

肚上車呔「快來快去」
他的囡囡 Camilla 樣貌首次曝光，獲網民激讚可
愛。阿 Mo 笑言不介意女兒曝光，但不會用仔女作宣
傳：「其實冇所謂，我享受一家人周圍去，大方地影
到就影到。(細仔浩鋒識主動揮手？）佢好 friendly ，
鍾意講嘢。」阿 Mo 又透露兩名兒子都爭住錫妹妹：
「有時要控制大哥，佢興奮到想跳上BB床！」

談到他日前被拍到有車呔腰，但昨日即變回 model
身材，阿 Mo 笑說要修身：「我肚上個車呔『快來快
去』湊 B 會有些肚腩，要畀佢哋坐，但我都要修
身。」

Maggie戲言嬲阿Mo
首次現身劇集宣傳活動的 Maggie，開玩笑稱因與
阿 Mo 反目而缺席宣傳：「我嬲了阿 Mo，佢（劇
中）唔同我 say sorry，有佢冇我。」及後她解釋之前
因忙於其他事而缺席。她透露目前忙於拍攝內地劇集
及準備於上海公演的舞台劇，希望日後該舞台劇有機
會來港公演。」早前 Maggie 出埠去了旅行散心，對
於歐洲情況好亂，早前德國火車又有傷人案，她謂不
是去那邊，但知道件事都會想問點解會這樣。

剛與男友 Alex 去完峇里旅行返港的吳若希(Jinny)表示
此行很開心，說到不少人都愛在當地度蜜月或舉行婚
禮？她笑說：「係咩，我過去純粹旅行潛水，因為去年
拎了潛水牌後，第一次離開香港潛水，潛水時畀石撞
傷，男友無理我，今晚返去自己捽藥酒。(男友好照顧
你？)佢好好。」她又謂覺
得情侶間要好好溝通，暫
時他們都好好，始終會有
嗌霎，至緊要知道對方想
法。說到她拍拖很高調？
她否認突然高調：「只係
做返正常情侶做的事，放
完假一齊畀心機新工作，
為將來籌劃，拍拖都想固
定，冇乜都唔想變。」問
到旅行期間男友可有向她
求 婚 ？ Jinny 帶 笑 說 ：
「冇求婚，冇期待，有共
識。」她坦言享受被男友 ■與男友 Alex 去完峇里旅行
照顧，因平時都是她照顧 返港的吳若希表示此行很開
心。
人。

吳若希享受被男友照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陳豪(阿 Mo)、邵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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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城突現身戲院 觀眾大叫「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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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善之到書展舉

欣賞陳善之對事不對人

李嘉欣或出親子書圖片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著名經
理人陳善之今年書展期間出書，昨日他
到書展舉行分享會，獲好友李嘉欣、陳
玉蓮與葉家寶等到場支持。李嘉欣表示
和陳善之合作多年，中間有吵架，不過
好快言歸於好，因為吵架也是對事不對
人。
李嘉欣與陳善之合作超過20年，現時
只要有合適的工作，陳善之仍會為嘉欣
安排，嘉欣坦言二人雖然合作多年，但
也曾為雞毛蒜皮的事吵架，不過雙方冷

戰兩、三天後就言歸於好，她說：「我
喜歡陳善之的率性，吵架也是對事不對
人。」
至於嘉欣又會否出書，她說：「經理
人閱歷多，我自己就沒有什麼好寫。如
果是親子書的圖片集或者可以，現在為
兒子拍了很多照片，因為怕他長大後不
想跟我合照。」

和蓮妹去旅行鬧笑話
陳善之與陳玉蓮認識始於無綫第六期

訓練班，陳善之大讚蓮妹道：「當年在
訓練班她只有14歲，演活了小龍女的角
色，假如我選擇結婚，她一定是首選，
可惜小龍女，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
蓮妹就笑稱當年與陳善之去旅行鬧出笑
話，結果被人誤認是富商。至於陳善之
與黎明合作時，二人又有沒爭執過，陳
善之說：「當然有，大家都是坦率的
人，我做經理人的宗旨，是要合作的藝
人覺得舒服，最莫名其妙就是與他傳不
和。」

嘉賓車婉婉陪賀壽

今次澳門站個唱，安仔請來車婉婉做
嘉賓，二人合唱了兩首經典作品，包括
《會過去的》和《教我如何不愛他》。唱
完歌，婉婉未有離開舞台，更蠱蠱惑惑
說：「我受人所托，俾啲嘢你！」安仔初
初大感愕然，後來才知大會準備了生日蛋
糕，預早和他賀壽，再安排婉婉留步陪安
仔切蛋糕兼許願。傳統上，生日願望是不
會公開的，但安仔卻反傳統說：「我願望
好簡單，係想部耳機唔好壞。」
原來前晚安仔甫出場，耳機已經失
靈，即使工作人員馬上替他更換，但新耳
機依然出問題。「其實我都試過開演唱會

■許志安澳門演唱會請來車婉婉做嘉賓。
個咪無聲，不過今次影響會大啲，因為耳
機失靈會影響到唱歌，最後工作人員幫我
換到第三部耳機先冇事。」
意外總是意料之外，慶幸台下歌迷反
應依然熱烈，當安仔獻唱最後一首歌《一
步一生》時，不禁感觸落下男兒淚。

近日正忙於為演唱會進行綵排的城城，坦
言特地抽出三小時來謝票，他開心地說：
「隨後有其他工作，未必再可以親身謝票。
今次成績絕對係團隊的力量，希望觀眾多支
持，翻睇再翻睇，無預算最終票房可以去到
幾多，破了紀錄再講，破一蚊都係破。」對
於梁家輝說若城城不能出席去慶功，他就會
去其演唱會跟他慶功，城城笑說：「有十二
場，隨時歡迎。」
導演陸劍青則表示稍後短休返港後，便會
偕同梁樂民研究《寒戰 3》劇本，他說：
「將會陸續有新演員加入，務求擦出火
花。」

■郭富城謝票時和粉絲玩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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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建華 林心如 峇里拍婚紗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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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志安公開生日願望
香港文匯報訊 許志安前晚於澳門舉行
個唱，太陽城集團行政總裁兼董事周焯華
與囝囝周柏豪均是座上客。為帶給觀眾新
鮮感，安仔許志安無論在歌曲與服裝，都
作出不少變動。在個唱上，安仔以多個全
新造型亮相，他在台上說：「我前幾日試
衫，見到有皮褸，又有件好似棉被咁厚的
衫，但家只係 7 月，幫我搞衫的工作人
員話，fashion 就係咁，夏天冬天衫，
冬天就背心。」期間台下有歌迷大讚安
仔靚仔，他馬上回應說：「就係你呢句，
我真係包住張棉被唱都抵啦！」引來全場
笑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郭富城（城
城）與周潤發及梁家輝三大影帝主演的電影
《寒戰 2》，上映以來票房理想，影片直至
昨日已有 5 千 7 百萬票房，相信日內必能打
破全港最賣座電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
女孩》當年創下的 6 千 2 百萬票房，成為香
港開埠以來華語電影票房冠軍，而影片在內
地的票房亦勁收 6.4 億元人民幣，主角之一
的城城，昨日亦特別抽空聯同導演陸劍青及
梁樂民現身觀塘某戲院為電影進行謝票，令
全場觀眾鼓舞拍掌。
城城昨日突然現身戲院，令觀眾大為驚
喜，除與觀眾玩遊戲派電影禮物，又與觀眾
影大合照，人群中更有人大叫他戲中的角色
「一哥」，期間城城又向觀眾席打招呼：
「各位香港市民，大家好！今日套戲咁樣的
成績，你們都有份。」期間城城向觀眾發問
電影中的問題，有觀眾問到他電影中貪污銀
碼五千萬有沒有特別含意？城城就風趣回
答：「係老闆預算第三集的資金。」觀眾又
再問城城會不會做特首？城城幽默地說：
「不會，我鍾意做一哥。」

香港文匯報訊 霍建
華、林心如將在月尾結
婚，有網友昨日直擊霍
建華、林心如在峇里島
拍攝婚紗照。許瑋甯也
在現場拍攝伴娘照，至
於伴郎則是霍建華的經
理人連俊傑。
一得知霍建華的伴郎
竟不是胡歌，不少網友
在微博貼文說：「胡歌
看來只能當一個新婚蛋
糕了，心疼十秒」、
■林 心如 、霍 建華 的請 帖曝
「不請任何媒體，拍照
網上圖片
光。
用黑傘擋，伴郎是從小
到大的好兄弟，很好，這很霍建華」、「只有我看成林
俊傑嗎？」
新浪娛樂微博報道，霍建華與林心如預定 31 日在巴峇
島舉行婚禮，網友上午直擊新人在酒店旁邊游泳池拍攝
婚紗照，霍建華身黑西裝，林心如身穿婚紗，頭戴頭
紗，親密地挽霍建華的手。
報道說霍建華和林心如兩人看上去幸福滿滿，但婚禮
酒店戒備森嚴，拍攝全程都被遮擋住，而酒店遊客只能
在餐廳區域活動，其他地方都被新人包下，現場也不許
拍照。不過，許瑋甯被網友直擊也在現場拍美照，伴娘
身份曝光。
對於兩人拍婚紗照，許多網友都獻上祝福，還貼文
說，「這二位的寶寶顏值逆天逆天逆天了！眼睛得多
大，自行腦補，寶寶好福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