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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仲謙婚宴上扮鬆弛熊唱
歌，楊怡表示事前不知道
楊怡表示事前不知道。
。

謙仔扮鬆弛熊唱歌感動全場

羅太楊怡

上扮鬆弛熊
■羅仲謙婚宴
要你》。
唱《分分鐘需

隨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楊怡與羅仲謙前日大婚之喜，不少圈中朋友到
賀，就連挺住巨肚的謝安琪亦出城去飲，可見一對新人人緣之好。婚宴上新郎扮鬆
弛熊唱《分分鐘需要你》，令到不少賓客及楊怡都感動到喊，林峯更大讚有心思，
好 sweet。謙仔昨日和太太離開酒店時接受訪問，楊怡表示不知道老公扮熊，結果

爆喊

驚喜

當鬆弛熊出現時，竟一度以為扮熊者是林峯，點知一望對鞋，就知是謙仔。
生羅太昨午以一身黑白情侶裝離開酒店，兩
羅人談到前晚婚宴高潮位之一，羅仲謙扮鬆弛

熊送驚喜，謙仔笑說：「因為婚宴的事都係阿怡
做晒，想畀啲驚喜佢，所以扮公仔，初初追佢都
試過扮公仔，但當時係唐老鴨，今次係熊，兩個
佢都鍾意。」在旁的楊怡即冧笑說：「真係幾驚
喜，開頭問佢有乜嘢驚喜可以畀我同啲賓客，佢
話冇，我叫佢唱歌，佢話冇練唱唔到。」由於事
前楊怡不知道羅仲謙扮熊，結果當鬆弛熊出現
時，楊怡竟一度以為扮熊者是林峯，點知望吓對
腳，就知道係佢。羅仲謙即笑說：「係囉，唔記
得換鞋好失策。」談到感動位，楊怡指扮鬆弛熊
的確很驚喜，但論感動位，是簽紙儀式，因為兩
人平時很少說到結婚誓言的內容，她謂：「我們
好少講呢啲嘢，姊妹們都話未試過咁感動，喊完
又喊。」

婚，他就表示未到這個時機，目前都是努力工
作。

卓羲浩信頂酒以不醉為主
吳卓羲與王浩信二人擔任兄弟團，離開時一齊
接受訪問，婚宴上卓羲帶領扮鬆弛熊的謙仔出
場，他表示也是到場才知，並非事前夾定，因為
都幾神秘，問到是否很感動？他說：「我都喊，
其實簽紙註冊嗰 part 都好感動！」王浩信指謙仔
簽紙講肺腑之言時好感動，他講第一句時已哽
咽。卓羲表示第一次做兄弟，他與王浩信的職責
就是頂酒，都是飲紅酒，但以不醉為主。他又大
爆謙仔酒量麻麻，飲一罐啤酒就醉。有做兄弟經
驗的王浩信，笑言當晚也是盡量頂酒，但也不是
飲好多，最緊要是一對新人開心。

馬仔讚「契妹」戴金豬高貴
馬浚偉(馬仔)大手筆送上五両重金豬牌畀「契
妹」楊怡。離開時馬仔透露婚宴氣氛好開心，好
感人，特別是一對新人答謝雙方家長時場面最感
動，親情就是最感動，而一對新人都好sweet、好
浪漫。馬仔笑言睇住楊怡長大，她畢業後第一個
作品第一首 MV 就是跟他拍。說到他大手筆送上
金豬？他笑說：「其實一早應承會送金豬，不過
佢(楊怡)估唔到我送咁大抽金豬畀佢，那九隻豬三
隻大拉住六隻細，見佢戴金豬都咁靚咁高貴，都
好戥他們開心，佢媽媽都好開心。」

■林峯、佘詩曼及梁烈唯明顯在婚宴中玩得非常
盡興，飲到面紅紅。

林峯單拖到賀稱未想結婚
林峯前晚單拖出席楊怡的婚宴，散席後接受訪
問，解釋女友與楊怡不認識，故未有出席。他又
透露場內氣氛感動，因很少見到一對新人由頭到
尾都感動到不停喊，男女雙方都好感動，令到大
家都好感動。他又大讚新郎謙謙扮鬆弛熊很正：
「因為大家都唔知嗰個就係謙謙，好有心思，好
sweet。」與女友感情穩定的他被問到計劃何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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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肚敏之
大肚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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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寧齊出席活動。
海寧齊出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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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敏之肥胎不肥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陳
敏之與高海寧昨日到尖沙咀出席
「amika×癌症基金會粉紅革命」活
動， 二人均穿上粉紅服裝現身，楊洛
婷則任大會司儀。懷有六個多月身孕
的敏之，昨晚穿上平底鞋現身，她表
示為了肚內 BB想都很注重飲食健
康，平日多食有機食品，可能是懷男
嬰， 特喜愛吃牛肉，口味亦有改變，
由以往喜歡甜食變為喜歡食鹹味食
品。她又透露已照了超聲波 BB 好健
康，手長腳長， 大腳掌遺存了她。腹
大便便的敏之手腳依然纖瘦，她透露
幸好只重了十多磅，肥胎不肥身，以
陀 B 六個月來說是好標準，希望這段
時間不要膨脹得太勁。

■馬浚偉表示婚宴
好感人，特別係新
人們感謝屋企人時 ■吳卓羲同王浩信做兄弟主
場面好感動。
力飲紅酒，以唔醉為原則。

■倪晨曦

■胡杏兒
胡杏兒((左)和老公結伴去飲楊怡喜酒
和老公結伴去飲楊怡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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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定欣傳訊息賀楊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胡
定欣日前拍攝無綫新劇《同盟》一時
不慎拗親左脚，雖然左腳腳跟位置仍
未消腫，但她仍要為另一套新劇《來
自喵喵星的妳》開工，只好趁未開工
時穿上平底運動鞋減少腳部受壓。定
欣指當日要拍動作戲，就趁埋位前練
習，可是她一時心急， 一轉身隻腳
就向外拗了一下，即時「啪」 了一
聲，她說：「當時我同陳展鵬試戲，
就問佢係唔係啪了一聲， 原來所有
工作人員都聽到，我即刻坐在地上唔
敢亂動， 馬上搵冰敷。」她回想當
時心情既驚又嬲自己太心急，因為才
剛開工便受傷，事後她也有循例入院
檢查，知道骨頭沒事，之後休息了兩
天，前日才復工。她謂因拍攝時要穿
上三、四吋靴拍打戲，所以趁未埋位
時穿平底運動鞋減少受壓。問到現時
傷勢？定欣說：「隻腳仲有些痛。

(暫時唔拍動作戲？ )冇刻意， 呢幾日
都係拍文戲，但就警戒自己要小
心。」 她又想起去年十月，她拍攝
《城寨英雄》時弄傷手， 導演也是
同一人。她希望可快點康復，之後開
開心心順順利利拍攝，不能再有差
池。
日前楊怡舉行盛大婚禮， 定欣表
示因要開工未能出席：「之前已知去
唔到，已報定案昨日(前日)有傳訊息
畀佢，見到報道同短片都好感動，
睇到眼濕濕，祝他們白頭到老，永結
同心。」 一直有傳定欣與楊怡不
和，定欣否認兩人不和，更笑指這個
題材已講到很悶，阿怡亦有請她去
飲，她們關係很好，大家不要再花時
間去傳這個。

無綫三線劇收視下跌
無綫昨日公佈上周收視，三線劇

■胡定欣展
示左腳拗柴
的地方。

收視全線下跌，《巨輪II》平均收視
只得21.1點 ,下跌1.8點，而有廖啟
智和方中信兩大好戲之人坐鎮的《律
政強人》，平均有21.8點收視，下
跌1.5點。而最高收視是處境劇《愛·
回家之八時入席》，平均收視有22.7
點，約147萬觀眾收看，而甚受年輕
人喜歡的《Ben Sir學堂》，平均收
視14.1點，約91.5萬觀眾收看。

新城向唱片公司「摸底」減獎增公信力

倪晨曦學瑜伽識男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陳柏宇、倪晨曦、陳明
恩、小塵埃及黃劍文昨日齊出
席《好心情@健康工作間》啟
動禮，陳柏宇的婚期定在明
年，現跟女友開始去看場地及
計劃到英國影結婚相，他表示
婚禮會一切從簡，不會有過大
禮辦嫁妝的傳統儀式，當然接
新娘、斟茶給雙方父母、派開
門利是等會照做。
倪晨曦昨日在活動上示範瑜
伽，問會否想另一半也是瑜伽
高手？她表示在網上看到一些
情侶都精通瑜伽會一起做高難
度動作也很羨慕。而自己本身
男友也懂瑜伽，他倆更是一起
學瑜伽時認識，男友向她展開
追求。

■君馨表示婚宴好感動
君馨表示婚宴好感動，
，感覺到謙謙好愛阿怡
感覺到謙謙好愛阿怡。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隨
新城前高層朱明銳離開後，今年
的《新城勁爆頒獎禮》將由節目執
行總監（綜藝）劉婉芬接棒負責，
昨日她聯同副節目執行總監程凱欣
會晤傳媒，公佈「勁爆」頒獎禮的
新方向，今年舉行日期不再定於
■左起：
新城執行
總監（綜
藝）劉婉
芬及副節
目執行總
監程凱欣
見記者。

Boxing Day，將會在12月22日假會
展舉行，獎項方面由去年160個，刪
減至50至60個，再不是分豬肉，希
望增加透明度和重建公信力。
劉婉芬不諱言：「160 個獎嚇到
暈，而且有負面回響話分豬肉，所
以近期不斷拜訪各大唱片公司，
『摸底』吸納意見，從中得到一個
意外睇法，覺得雖然多獎，但能予
空間機會給在樂壇被認可的人，所
以會增設一些與新人有關獎項。」
她透露今年勁爆男、女歌手、組合
等多個獎項會設有金、銀、銅獎，
會由專業組別、DJ、播放率、和公
眾網上投票評選，同時新增男、女

歌手、樂隊、組合、歌曲獎，由現
場8,000觀眾投票選出。
至於新城向環球、英皇「摸底」
後，有何反應？劉婉芬表示：「一
切進行中，暫時未聽到不玩的回
覆，總之希望做到成件事有更強公
信力，增加透明度，不要收收埋
埋。」問到曾與新城傳不和的容祖
兒會否出席？「英皇指祖兒仲諗
緊，因祖兒想放假，但說好祖兒出
席任何一個頒獎禮，都會預埋新
城，如果英皇欺騙我會好傷心。(是
否缺席便無獎？)沒想過，咁多人投
票點敢唔畀獎，不理是什麼原因，
只要是值得都會照頒。」

■余安安

余安安演舞台劇感滿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由黃秋生與余安安主演
的莎士比亞最神喜劇《仲夏
夜之夢》前晚於演藝學院公
演到第三場，而前日演畢日
場，黃秋生、余安安、林德
信及楊淇等主要演員為演出
成功齊齊在台上舉杯祝酒。
演員於台上大談演出感受，
安安今年才拿了舞台劇最佳
女主角獎，會否想再下一
城？她笑說：「今次我的戲
份不多，但做得開心，能享
受到在舞台上演出已經很滿
足，未想過要去拿獎！」

吳克群開潮牌店「燒錢到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望賢 深
圳報道）台灣藝人吳克群作為主理
人推出的潮流時尚品牌 DEBRAND
在深圳開設華南首家品牌概念店。
吳克群指目標在三年內佈局全中
國，還計劃在韓國、日本、歐洲陸
續開店，已經在探討倫敦的寄售
點。對於品牌前期投入，他笑說：
「燒錢燒到痛，不過痛並快樂
。」接下來，除了將在年底推出
新的音樂專輯，吳克群還會繼續嘗
試跨界拍攝電影。
吳克群接受本報記者專訪表
示，作為藝人需要經常穿各種國際

品牌服裝進行拍攝，自己一直有個
夢想，就是設計華人的潮牌，讓外
國人也能穿。不過從夢想到現實，
雖然跟許多朋友討教經驗，仍然困
難不少，從企劃書到早期衣標設
計、以及各種設計細節增加的成
本，都要一一推敲，他引用傅園慧
的金句笑說：「鬼知道我都經歷了
什麼」。吳克群介紹在深圳推出專
屬的限定「撕掉標籤 T」，撕掉各
種訊息含意的卷標之後，露出深圳
街景。
吳克群近期還進行多種跨界嘗
試，參加喜劇節目，他表示接下來

■吳克群跨
界嘗試服裝
設計，稱經
歷不少困
難。
還想拍喜劇電影，因此想提前試試
與小品演員合作。目前劇本故事已
經寫得差不多。對於音樂，他指，
年底會出新專輯，表達很多這些年
的想法，比較深沉，可能是近年來
自己最好聽的專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