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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正楠
蕭正
楠 翠如赴京

行李共一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無綫藝人蕭正楠、黃翠如、田蕊妮、郭晉

安、陳豪及周柏豪昨日起行往北京出席北京電視節。蕭正楠與黃翠如拍拖赴

■談及再拿
視 后 的 信
心，阿田稱
言之尚早。

京，二人更將行李都放在同一個喼內，實行無分你我，不過蕭正楠嘆應沒時
間拍拖，最多上機犧牲睡覺時間去聊聊天。

蕭正楠與女友黃翠如一同抵達機場，
拍照時田蕊妮不識趣夾在二人中間

做「電燈膽」。見蕭正楠來到時拖一個
喼，翠如則很輕便只挽着小手袋，行李都
放在同一個喼內，問二人是否一齊在家出
門？翠如答謂朝早收工才去他家會合出
發，記者笑指以為他倆已經同居？翠如笑
謂：「冇乜所謂啦！」

陳豪心急返港湊仔
二人此行是為無綫新劇《巨輪 II》及《幕後
玩家》宣傳，但由於行程緊密，蕭正楠也不知
會否被安排一起行紅地氈，不過他卻風騷地說：
「我只知道洪永城不在，他拍外景來不到了！」
那可以跟女友工作之餘拍拍拖？他苦笑指應沒時
間，最多上機犧牲睡覺時間去聊聊天，翠如則坦言
近來各在忙拍劇也少了見面。至於十月開拍的《使
徒行者 2》有傳翠如接棒做「釘姐二號」，她透露
今集跟之前的故事、人物角色都不一樣，她也不是
女主角，只是有份演出，唯一是同一個編審，會相
信他們的功力，不怕作比較。
陳豪會在電視節上推介他主演的新劇《來自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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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的妳》，完成工作即晚回港心急照顧家中的小朋友，
不過也放心因有老婆陳茵媺悉心照顧他們。陳豪坦言現
出埠工作前，要先安頓好照顧小朋友的問題，否則自己
會心掛掛。會否為了小朋友不到內地拍劇掘金？他則表
示也不是全為了子女，也有時是劇本或時間上的問題，
其實現正等待合作機會。而他昨日是在頭等櫃位辦登機
證，問是否想坐得較舒服才自己加錢？他表示並沒有，
又會否是視帝獲安排坐頭等？他笑說：「真的嗎？公司
好多視帝，那有排坐了！」

阿田兩劇緊接播出
田蕊妮有《來自喵喵星的妳》及《巨輪II》在手要負責
宣傳，而後者將於下周一首播，她表示很高興近期播映的
劇集都有好收視，也希望自己的劇可以承接到這威勢，不
過仍得看觀眾的選擇。有否信心再拿視后？阿田笑說：
「言之尚早，播完才算吧！」提到她兩齣劇緊接播出，她
表示希望觀眾不會將她的角色混淆，不過其實劇種和造型
也不同，希望觀眾享受地捧場。笑指她大包圍穩拿視后，
她笑說：「又不可以這樣講，現太早了，到時才算！」談
到胡定欣也很有氣勢？阿田坦言一向看好定欣，她跟定欣
是好拍檔且合作多次，最近她的《城寨英雄》又有好收
視。

湯鎮業子女行騷生硬
湯愛嘉心郁想做幕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廖碧兒、梁祖堯昨
日出席手錶品牌活動，擔任星級主禮嘉賓的二人更獲
贈手錶，同場還有「星二代」黃芷晴、湯鎮業大女湯
愛嘉（Isabella）、一對孖仔湯君慈和湯君耀行騷。
湯鎮業大女湯愛嘉（Isabella）昨日聯同一對孖仔
弟弟湯君慈和湯君耀行騷，但三人都表現得有點生硬
又走錯位。Isabella 表示因為是首次行騷，心情有少
少緊張，但有弟弟陪住就安心一點。對於有傳酬勞有
五 位 數 ？ Isabella 說 ： 「 我 唔 知 ， （ 比 岑 麗 香 更
高？）自己滿意就得，（以後多接 Job？）自己啱啱
畢業都想試試做幕前，睇吓有冇興趣，未決定係唔係
入行。（爸爸可支持你？）冇要求，冇管制，我鍾意
都會支持，（搵爸爸搭路？）如果有需要佢都會幫
我。」

廖碧兒美國買地釀酒
穿上吊帶露背高叉長裙的廖碧兒，透露近日正忙於
在內地拍網劇《無間道》，劇中飾演咖啡店老闆娘，
與羅嘉良飾演一對。她表示收到劇本時感到好刺激，
問到是否有床上戲？她笑說：「唔係，咀戲已覺得好

■陳小春和伍詠薇扮演夫
妻。
陳敏娜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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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明否認追君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
馬國明、黃智
馬國明
黃智雯
雯、劉佩玥、胡鴻
鈞等昨日在將軍澳電視
城為新劇《降魔的》試造型，近日續約無
綫的馬明即告有工開，不過馬明覺得是兩
回事，因一直都有工作。
馬明剛以1,960萬元購入太古城一個複式
連天台單位，榮升業主的他表示很開心，一
直都是媽媽和姐姐物色單位，預計裝修完後
在年底入伙，地方寬敞了可以讓家人住得更
舒服，爸爸亦可在花園種植，而現居的地方

則準備放租。他又否認是一次過付錢。
最近有傳馬明力追王君馨，馬明否認
說：「她是好女仔，但我沒追她，或者我
在另一劇集《心理追兇》查查她，着實也
不知她是什麼類型女生，（處女黨？）未
了解，我們在《心》劇的對手也不多。」
劉佩玥（Moon）劇接劇演出，她否認
荷包進賬不少。說到她帶緋聞男友伍允龍
出席姐妹團聚會，似是默認戀情，Moon
澄清說：「當日聚會有近30人，不僅是我
身邊姐妹，還有其他圈內外朋友，因不想
他們曝光才沒有放上大合照，我和伍允龍
向來是好好朋友，從不避嫌出席聚會。」

■湯愛嘉聯同孖仔弟弟湯君慈 ■廖碧兒
和湯君耀行騷。
和湯君耀行騷
。
刺激，我係要畀人困住同要坐監，以前未試過呢種角
色。」她又大讚首次合作的劉松仁很有型，對方一行
入門口已很驚，可震懾場面。她謂大家經常會一起研
究劇本，感情好好。她謂拍完劇集後會休息一個月，
之後就去美國買地釀酒，問到投資多少錢？她笑說：
「八位數以下，但就要好細心揀地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應屆 10位候選港姐昨日到贊
助商化妝品店舖出席宣傳活動，現場眾佳麗分成兩組進行遊
戲比拚化妝技巧，結果7號陳雅思（Bonnie）獲店舖VIP會員
投選為最喜愛的佳麗。
在多倫多曾有選美經驗的陳雅思（Bonnie）表示有學過化
妝，但平時則甚少化妝，只是尊重場合才會化妝，她又笑道小
時候曾胡亂化妝，結果被媽咪訓話以後不要再化妝。對於獲選
為最喜愛的佳麗，Bonnie說：「好開心和驚訝，可能贏在自己
的笑容和口才，所以得到大家的一票。」自參選以來Bonnie被
評為最優雅的一個，令她信心大增，也謙虛地表示自己也有活
潑和喜歡冒險的一面，她說：「我很喜歡挑戰自己，最大優點
是有毅力和富有冒險精神，我要做一件事就一定要做到好，如
年前我獨自由加拿大搬返香港，自己照顧自己，都是很大的挑
戰。」

陳雅思贏「最喜愛佳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娜）陳小春和伍詠薇的新片
《江湖悲劇》將於下周四上映，二人在戲中扮夫妻，大
爆首日開工連招呼都未打，已經要在廁所拍纏綿戲。他
們謂新片用漫畫形式去拍，所以不是大家以為的埋身肉
搏，調情戲都很輕鬆，但伍姑娘自爆拍攝期間撞到頭，
但問到頭撞到哪裡？她直言：「大家一睇就明，包睇完
不會學。」小春也馬上撇清關係，謂不關自己事，她在
戲內叫癲姐，做乜都誇張些，自己撞上去的。
伍姑娘指戲中的小春在人前就很惡，卻經常被她鬧，
小春也認同稱無得拗。記者謂似現實，無得還擊，伍姑
娘即時解圍笑稱：「我是他律師，他不應該答這些問
題。」他們也表示上次合作已是上世紀的事，今次
難得有這麼多交流，很好玩，小春表示今次好玩在
有譚詠麟在，「他經常搞gag，拍群戲時愛爆肚，
他多數起了頭，我們負責接。（很難接？）是難
接，但試過一次就知怎樣接。」
場地提供：E-MAX
髮型：Debby Kwan（伍詠薇）/
Beijing hair culture clifflam（陳小春）
化妝：Andy Leung@ndnco（陳小春）
服裝：A.P.C（伍詠薇）

■郭晉安昨
日亦起行出
席北京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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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健笑林嘉欣
婚後不可親嘴

有出騷經驗的湯君慈和湯君耀，坦言仍然怕醜及未
夠經驗。問到爸爸有何提點？他們笑說： 「佢話要
講多啲嘢，出多啲大場面，對自己要有自信，我哋成
日都同自己講。」
說到近年不少星二代入行，可怕會有比較及多競
爭？Isabella 說：「唔會，每人都有優秀嘅地方，唔
使比較，星二代每個都有長處。」谷胸上陣的黃芷晴
就異口同聲說不怕比較。

小春伍姑娘首日開工即纏綿

■陳豪先安
頓好照顧小
朋友的問題
埠。
才出埠。

劉穎鏇 馮盈盈跌Watt

一班候選港姐完成日本外景拍攝回來都疲態盡現，其中2號
劉穎鏇（Tiffany）和6號馮盈盈都滿臉倦容。Tiffany稱在日本
時已睡眠不足，返港後又要繼續訓練，加上每天都要化妝令皮
膚也變差，現在要勤敷面膜補救。對於決賽日子將臨，Tiffany
坦言要努力減肥，因在日本拍外景時缺乏做運動，現在最不滿
意腰部。10號單文柔（Phoebe）在日本參與各種項目都技藝不
精，昨日她終發揮所長協助自己的組別在化妝環節中勝出，她
笑道：「我之前學過兩、三年化妝，都有跟其他女仔分享化妝
心得。」
對於今屆港姐與港男決賽最後還是分開進行，Tiffany認為有
好有不好，分開舉行可以讓觀眾不會分散注意力，Phoebe也覺
得分開進行可讓她更專注自己的表演，減少其他顧慮，笑言與
港男比賽分開舉行，訓練量也會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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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思穎）鄭伊健和
林嘉欣昨日出席電器
品牌活動，兩人表示
已很久沒有合作，所
以見面時滔滔不絕，
伊健更爆嘉欣為人妻
後不可親嘴了，嘉欣
則反駁因太熟才忍不
住笑。
■林嘉欣揭伊健
伊健想起和嘉欣最近
計劃做導演。
計劃做導演
。
一次見面是為草蜢拍攝
MV，他笑說：「嘉欣
結婚後不准親嘴，所以 NG 了很多次。」嘉欣解釋：
「不是不可以，那次MV拍我們鼻碰鼻，因大家太熟，
每次碰鼻便忍不住笑。」 嘉欣笑言每次見到伊健都想
窒他，伊健就提議大家不如合拍綜藝節目和真人騷，效
果必定不錯。
這陣子，嘉欣忙着為9月9號自己的書法展作籌備，
更特地邀請到日本一位書法家來港做展覽，伊健答應
嘉欣在港的話一定去捧場支持。嘉欣更指伊健計劃做
導演，笑言：「若他開戲邀請我，我做打雜都願，因
我未必是他心目中的女主角。」伊健即指嘉欣拍開的
戲好嚴肅沉重。嘉欣反駁笑說︰「是你的劇本太騎
呢！」伊健透露原定 7 月接拍錢嘉樂處男執導電影，
由於要更改劇本延至 12 月開拍，伊健乘機趁這段時間
陪伴家人，沒有受影響。

心穎讚坤哥是筍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
吳業坤與黃心穎昨
日到尖沙咀出席首
飾活動，而心穎的
胞姐黃心美則擔任
司儀，坤哥更不時
跟心穎叫心美做
■合照時，坤哥緊張得除下眼鏡
「家姐」，之後三
抹汗。
人影合照時，坤哥
更緊張得要除下眼鏡抹汗，十分搞笑。
心穎表示還是第一次與家姐同場出席活動，故有點
緊張。她又謂爸爸及另外一位姐姐都有到場，問到是
否叫爸爸即場買金器做嫁妝？心穎笑說： 「叫爸爸揀
畀我呀。講笑啫，自己賺錢自己買，或者另一半買都
OK，（家人可有買定嫁妝畀你？）冇，但自己第一
隻鑽戒係大學畢業時爸爸送嘅，當時唔鍾意鑽石，但
之後就鍾意。」問到可有收過男朋友送的鑽石？心穎
說沒有收過，只收過頸鏈。問到分手後可有問她要
回？她說：「咁又冇試過，如果要攞返就畀返佢，原
來我睇錯人，咁斤斤計較。」
心穎又大爆剛才與家人影相時，坤哥說要一齊影，
又跟她叫 Daddy 和家姐，被他嚇了一跳。坤哥即解
釋：「我係想幫你揸相機啫，（為何跟心穎叫 Daddy
和家姐？）因為我睇到心穎個社交網同屋企人食飯嘅
合照好 sweet。」問到他覺得心穎如何？他坦白說：
「正呀，但只可做嘢，唔可以交心，因為自己未夠
班。」心穎亦大讚坤哥是筍盤，又稱不介意姊弟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