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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麗欣助養完想領養小孩

為母親變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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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
攝
影
：
李
思
穎
／
M
akeup：

Sam
uel@

江
中
平
化
妝
室
／
Hair：

M
ilk

Chan@
Xenter／

Styling：
Constance

Lee／
Venue：

Spark
Bar&

Restaurant

■■ 楊 千 嬅 的楊 千 嬅 的
「「泰山裝泰山裝」」滿滿
是霸氣是霸氣。。

■JW■JW每當談到緋聞男每當談到緋聞男
友即展現甜蜜笑容友即展現甜蜜笑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李慶全）郭富城、楊千

嬅、高聖遠、JW王灝兒、樂

基兒、邵美琪、蘇永康、琦

琦、歐鎧淳、吳業坤及周柏

豪等昨晚悉心打扮出席中環

元創坊的活動。其中快將三

度飾演「春嬌」的楊千嬅表

示要為了演出努力keep fit，

又語帶嫉妒指男拍檔反而不

用太麻煩，笑謂要「獨力作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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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春

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
正享受悠長假期的吳雨霏(Kary)，
昨日以火紅長裙性感現身護膚品牌
活動，她中門大開露出紅色bra，
兼且透視現出黑色打底褲，隱若性
感，相當吸睛。
身形弗爆的Kary表示穿上性感

裙子後，並沒有給老公過目，更
有自信稱老公一定會鍾意。她表示
因太久沒出來露面， 很掛住大
家，故刻意穿靚點見人，事前都試
穿過多款衣服，最後選了這套最型
格的來示人。
Kary放了幾個月長假，她覺得

也差不多要復工，單是本月已接下
多個活動，接下來會做錄音的工
作。Kary指歌曲正在揀選中，但
趕不及在今年內出碟，之後會慢慢
開始同大家見面。Kary曾言要放
一年假，如今提早復工，她笑說：
「有時在家會悶，況且今年已做
了很多想做的事，好像學廚和打

拳。(但沒有努力造人，為何不像謝
安琪般的努力？)我們不急生BB，
順其自然，沒有壓力，所以有和無
都一樣開心。(不捨得現時擁有的弗
爆身形？ )都有少許，我喜歡做運
動『喼弗』，我們都好享受二人世
界，可以報下旅行，若然有BB便
沒有這些時間。生育計劃會採取自
然態度，這是上天的禮物，總之我
隨時有又得， 無都開心。(不設
防？)順其自然，(老公對你提早復
工有否詐型？ )他都有一、兩句說
話，同我講不要做得太辛苦，去得
太盡。」

否認與Gin Lee不和
Kary和李幸倪(Gin Lee)曾傳爭

寵不和，Kary提早復工是否想收
復失地？她予以否認：「怎會呢，
自己向來喜歡唱歌，唱歌亦不是一
個比賽，從來沒擔心過。如果擔
心便不會停工一年，現在家庭對我

更重要。」笑問她事業心重不重，
Kary即作狀展示性感的胸前，笑
道：「今日有少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靜儀）
鄧麗欣(Stephy)、
李幸倪、魏綺珊
及鄭麗莎昨日以

大使身份，到九龍灣出席鉛筆捐
贈活動，台上Stephy與魏綺珊分
享了之前的探訪感受。
Stephy表示兩年前曾隨同慈善機

構去越南探訪，覺得今次的捐贈鉛
筆活動能讓小朋友有書讀，改變他
們的世界，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Stephy希望日後再有機會親身前往
探訪，回來跟大家分享感受，而通
過探訪令她感受到自己是好幸福，
就算遇到難關及不開心的事，都覺
得其實是很小事。
那麼，Stephy可有想過領養小

孩？她直言有考慮過：「見到外國
藝人都有做這件事，不過自己未了
解過程，可能自己未必會生。或者
生完第一個，第二個領養都未定。
(都想生BB？)隨緣啦，(有生BB的對
象沒有？)未有，但不着急，領養都

得，可能會有領養對象呢。」

沒自揭藝人身份
另外，Stephy表示她都有助養

小朋友，是前年去越南探訪時助
養的，她更收到小朋友寫的信，
看到相片見小朋友長大得很快，
感覺有做媽媽的感覺。問到小朋
友可知她藝人的身份？Stephy指
小朋友未必知道，自己亦沒特別
去講，想簡單、平凡地做這件
事。

吳雨霏性感復工
不急生B樂過二人世界

香 港
文匯報訊
鄭欣宜在
母親沈殿

霞(肥姐)的護蔭下成長，父親鄭少
秋又是娛樂圈紅人，名副其實的
「星二代」。但欣宜未因父母的光
環而大紅大紫，反之要面對公眾的
評頭品足，在挫敗經歷下，最終選
擇忠於自己，以真我一面給大家認
識。由歌曲《你瘦夠了嗎》到《女
神》，欣宜成功為自己打開另一片
天空。
苦幹八年，欣宜終有機會獨自擁
有成個舞台，於本月21及22日假
九展舉行首次個唱《女神有問題演
唱會2016》。雖然從落實到開騷僅
得兩個月，時間緊迫，欣宜總是抱
着座右銘「船到橋頭自然直，煮到
埋嚟就要食」，只要努力去準備，
時間上是足夠的。

堅持穿有心思服飾
今次欣宜合作的班底全都很有默
契，除了是「女神」的音樂總監，
其他化妝梳頭跟她一樣由初級起
步。欣宜不諱言在個唱上有不少天
馬行空的想法，獲製作團隊全面支
持，他們一句「你即管講想做什
麼」，欣宜真的感激到喊。
欣宜透露會飛去一個地方拍片，
放在演唱會上播放。「這條片是必
須和重要，屆時會帶出一首未曝光
的新歌，由我和一個朋友作詞。」
外國長大的欣宜要寫中文兼且作
詞，對她是大考驗，她笑說：「所

以由2011年開始寫到現在。」欣
宜對服裝亦有個人想法，覺得單是
漂亮晚裝並不完全似自己，她自
嘲：「你知我是『騎呢』底，一定
要包括搞笑得意才似我，所以其中
一套衫我堅持要做，是很有心思的
服飾。」
欣宜心目中最重要的人，必定是

媽咪沈殿霞，今次能登上屬於自己
舞台，欣宜最想跟誰分享？她忍住
淚水說：「唉，又是那個人，一定
是媽咪，那麼……是的，我都有跟
家人講開騷，但不敢開口叫他們從
加拿大飛過來看，因他們都80多
歲，不忍心要他們長途跋涉。心裡
好想他們來看，惟有拍片。」不過
欣宜已通知爸爸鄭少秋，叫他一定
要捧場，「已經監督他在電話留下
記號，我人生第一次，他怎能不
來。」但她很抗拒邀請父親上台做
嘉賓。「不會了，就算媽咪在生，
我都希望所擁有的是靠自己雙手得
來，不想依賴父母，這樣做很核
突。其實做訪問提到他們已經踏出
一大步，以前不想將他們掛在口
邊，人愈大愈懂得分析，縱使不想
提，但媽咪是最影響我的一個人。
她真的是我女神，最重要的人物，
怎可不提，所以開始放下過往的想
法。」

不願意向秋官取經
肥姐在生時，不時提醒欣宜緊記

「爭氣」二字，看到欣宜今天的成
績，她做到母親遺願。此刻又再觸
動欣宜的情緒，她垂下頭說：「講

這些，你別引我哭。得啦，不用說
得太白。」又笑謂不會向舞台經驗
豐富的秋官取經。「問他這些真的
很『娘』，『爸爸呀，即是呢，上
台要準備什麼』，想到都會起雞
皮，不如給我機會去show off我平
日的注意力有多高，如果什麼都開
口問就失去型格了。」
現積極跑步練氣的欣宜，屆時少

不免會勁歌熱舞，但歌衫會否性
感，她笑言要視乎你怎樣看。「不
是沒着衫便性感，我知我唱歌不是
最好，跳舞不是跳得最靚，又沒有
華麗舞台和煙花，但會應承大家出
盡『洪荒之力』來讓大家享受這個
舞台。我會在台上『攣』，『典
地』，因這舞台是屬於我，過往踏
上過舞台不少次，每次只唱半至一
首歌，今次個台終於是我的。」

■Kary「中門大開」狀態大勇，
復出是歌迷之喜。

■■KaryKary坦言頗享受現坦言頗享受現
在的二人世界在的二人世界。。

■■StephyStephy

■■欣宜指父親鄭少欣宜指父親鄭少
秋必定會來捧場秋必定會來捧場。。

■鄭欣宜樂見幕後
人員支持自己的天
馬行空想法。

■■郭富城郭富城
染了一頭染了一頭
藍髮藍髮。。

昨晚楊千嬅穿上露單肩的黑色長裙現身，她透露即將要
為電影《春嬌救志明》演出，故也在積極減磅以求有

更佳狀態。因為今次是拍第三集，相隔上集經已有四年時
間，但劇情上時間距離卻不是太遠，所以演出上男仔可以
變得成熟，女仔就要返老還童，因此今次千嬅對減肥會比
較「奄尖」，希望能再多減4公斤。不過，她也不用像要
準備演唱會般減得那麼盡了。
問到老公丁子高會否陪她一起做運動？千嬅帶笑說：
「要他減肥都好難，因他愛吃，除了會一起跑步外，大家
做的運動也不同。我自己亦會做些軍訓式運動。」

慨嘆太遲才識老公
另外，在電影《那一天我們會飛》中，演千嬅年輕版的

蘇麗珊近日與游學修分手，千嬅坦言沒留意到，也是從傳
媒口中才得知此事。問她會否覺得可惜？千嬅說：「人家
的私事也不應講太多，他們還年輕，當作是人生的經歷
吧！」提到有傳是二人公司給壓力要他倆轉做地下情，千
嬅笑說：「現在也不興這樣，反而是趕結婚，不想夜長夢
多，最好盡快有BB！如果我早十年識丁生，就可以加快有
下一代了！」
郭富城與《踏血尋梅》班底包括導演翁子光、邵美
琪、金燕玲等同來，對於該片代表香港報名奧斯卡角逐
最佳外語片，城城高興地說：「當然感到很光榮，無論
得獎與否，也對香港電影有很大的鼓勵。」另有傳他將
於明年與女友方媛結婚？城城回應：「這都是流言，有
喜訊會跟大家說。」會否學舒淇閃婚？他答謂：「不知
道，我好低調，配合我的性格，總之有喜訊會跟大家
說。」
擁有豐富幕前經驗的美籍華裔演員高聖遠，在接受訪問
時看到面前堆滿咪牌，他即笑笑口說：「This is Hong
Kong！」問到他的時裝觸覺如何？高聖遠表示自己從不做
時裝的奴隸，會嘗試不同的新事物，也喜歡一些經典的造
型。
談到太太周迅將於本月18日生日，他會有何表示？高聖
遠笑說：「秘密！不過她工作都很忙，沒太多時間慶祝，
還好現在科技發達，可以常靠手機去溝通。」又透露最近
完成了他的首個中國節目，感覺很開心，並表示可以再次
嘗試，不過不打算接拍中國電影，因為有感文化不同。至
於再與太太合作的可能性方面，他表示之前經已合作過，
將來如何則不知道，亦會抱開放態度。

JW對新歡充滿好感
JW王灝兒昨晚穿上黑色大露背裙亮相，對於被拍到有葉
姓富二代以名貴跑車拍拖接送，記者恭喜她時，JW甜笑
說：「還在了解中，大家是好好的朋友。他幾好，也有好感
的！」問到對方的優點？她大讚：「他好謙虛、down to
earth、nice、又支持我的音樂，我的歌他都識唱。」JW透
露跟這位「好友」是在英國時認識，現仍在了解當中，暫未
正式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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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聖遠高聖遠
不急於再不急於再
和太太周和太太周
迅合作迅合作。。

■■樂基兒樂基兒
這身打扮這身打扮
相當有個相當有個
性性。。

■■周柏豪周柏豪((右右))和連詩和連詩
雅結伴出席雅結伴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