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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報道指蔡思貝和排舞師男友麥秋
成分手後，女方仍不願搬離二人

的愛巢，又向男方借車乘機「箍煲」。

與異性吃糖水感正常
有備而來的思貝拒絕正面回應，她

說：「由始至終都沒有說過目前的狀
態，感情事不會特別交代，多謝大家關
心。(仍跟麥秋成同住？)我向來都不答，
所以堅持不答。」但她強調該座駕屬於
她本人擁有，並沒有向對方借車用，更

以向來都是朋友來形容彼此關係。
至於麥秋成被指另結新歡，蔡思貝氣
定神閒表示：「朋友不是男，便是女，
那個女孩我也認識，是他的舞蹈員朋
友。(他們一起吃糖水？)很正常，肚餓便
吃糖水。(你呷醋？)不會，我工作時也陪
不到他。(身邊好姊妹有否為你做媒人介
紹男生？)沒需要，我工作很忙，當然任
誰都想拍拖，但不會強求。」
至於洪永城，他跟女友唐詩詠前晚雙

雙出席倒數活動，而因他昨早又要現身

宣傳，所以前晚他倆在活動結束後便各
自回家，沒有特別慶祝。
洪永城的《味》劇緊接「情敵」馬國
明擔正的《流氓皇帝》檔期播出，問
他有否信心在收視上撼贏對方？洪永城
謂：「他收視好不好，我未看，但不要
說競爭，大家都是為公司工作，講競爭
便傷感情。我們這樣好朋友，而且收視會
受不同因素影響，難以預測。(想跟馬明良
性競爭？)這想法不錯，難得這是好檔
期，希望收視會一步一步上去。」

《 味 想 天 開 》 巡 遊 派 鮑 魚

蔡思貝否認「甩拖」
向來「朋友」相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今晚首播的無綫2017

年新劇《味想天開》，演員蔡思貝、洪永城、朱晨麗、

黃子恆、何雁詩等昨日以古裝造型出席花車巡遊活動，

並向觀眾大派釀鮑魚和棉花糖，引來不少途人包圍。

■■洪永城洪永城
無意拿他無意拿他
的劇集和的劇集和
其他人比其他人比
較較。。

■■《《味想天開味想天開》》演員昨演員昨
日向市民派發小食日向市民派發小食。。

■無綫新劇
《 味 想 天
開》今晚便
會首播。

■蔡思貝死口
不認麥秋成是
男朋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
文釗）張繼聰與李佳芯(Ali)
昨日到商場參與新年慶祝
活動，跟觀眾大玩遊戲和
送禮物，二人也分別開金
口唱歌。難得歌藝平平的
Ali勇於在公眾前獻唱，她
也自嘲唱歌只有零分，如
合格已要偷笑。
Ali坦言平時也甚少去卡

拉OK，每次做騷要唱歌前都只好臨急抱佛
腳，所以觀眾覺得她唱得合格已算偷笑。張
繼聰就鼓勵Ali道：「其實唱商場騷不容易，
因很多時都聽不到自己的聲音，都是一種鍛
煉。Ali聲、色、藝都有，上台又靚；每人都
會有錯失位。」他更笑指當年曾到老人中心
唱搖滾歌，嚇到有婆婆想嘔。下月阿聰和Ali
將合拍新劇《跨世代》，提議阿聰可教Ali唱
歌時，他說：「會被人說我們來拍劇還是唱
歌！其實我和她都合作過拍劇，只是同場機
會不多，希望今次有多些對手戲。」
除夕夜阿聰到了江門商演賺人民幣，之後
就回港返家與太太謝安琪共度新年，他說：
「在內地工作酬勞是很好，但錢是一回事，
現在很多內地觀眾都有追港劇，可借機答謝
他們。他們要一次過追劇，都幾傷身的。」

想外界給予空間
前晚Ali去完倒數活動後，未有約男友陳炳

銓慶祝，昨日只與其他朋友一起行山看日
出，她說：「因早上我要開工拍《踩過
界》，專登提早出門去看日出。現在多了很
多人行山，不過我還未有機會碰到發哥(周潤
發)。」
至於前晚Ali在出席活動時被傳媒追問陳炳

銓的事，她指被拍到和對方「約會」只因當
時想買東西，他前來相陪而已。「這次經驗
所知，不應素顏出街。平日媽咪說我常花
錢，所以我都是看特價品，只希望報道不要
讓對方有壓力。現時我們都是做朋友，先了
解一下，他是交得過的朋友，沒傷害我，希
望我都不會傷害他。請給我們空間，最重要
是感覺舒服，(還要了解多久？)我們都忙着工
作，時間不多，只希望大家都無壓力便
好。」

與張繼聰齊開金口

李佳芯自認唱歌水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咪
神」高海寧(高 Ling)、已嫁作人婦的
「宅男女神」孫慧雪、韓國男團2AM
成員鄭珍雲、吳雨霏、袁偉豪、歐陽巧
瑩、麥美恩、湯洛雯等前晚出席商場倒
數活動，身材屬「有料」之人的高
Ling、阿雪、歐陽巧瑩均「谷胸」上
陣，當中以高Ling的火紅低胸裝最性
感，展示出三吋事業線，非常搶眼。來
自韓國的鄭珍雲就大玩親民，贏得不少
女粉絲歡心。
高Ling被讚是最性感，她開心說：

「多謝，這身打扮是大會安排，(之前說
過盡量收起性感？)是呀，買少見少，今
晚算是為2016年畫上完美句號。(低V
至肚臍才算終極性感？)這要留待台慶才
做。」踏入 2017 年，高 Ling 運勢不
俗，她透露本月中為首次擔正女主角的
劇集開工，跟楊明合作，所以近日頻頻
跟監製和編審見面，希望做好角色。
有傳高Ling與音樂才子鄧智偉玩地下

情，問她新一年會否公開戀情？她笑
謂：「是啦，大家都已結婚，(何時到你
公開？)到時話你知，我仍後生。(對方
開音樂會才公開？)未知，看心情吧，說

不定明日便公開，哈哈。」

阿雪短髮惹大肚疑雲
處於新婚的阿雪穿紫色Tube Dress性
感裙，但見她肚凸凸又剪了短髮，孕味
甚濃。阿雪被追問是否有喜事公佈？她
笑說：「有便會和大家公佈，這些騙不
到人。(大肚婆要剪短頭髮？)估到大家
這樣想。我都和髮型師說會被人估大
肚，其實新一年想剪髮，之前因結婚要
留起整髮型。」阿雪不諱言今年其中一
個目標是生B，生雞仔雞女都無問題，
「自己喜歡仔，老公鍾意女，所以我們
常為這問題爭拗。(心急追B？)我年紀不
輕，都想快點生，(要勤力造人？)很私
人的問題，總之我會畀心機，隨時準備
迎接小生命到來。」她叫大家繼續以
「阿雪」來稱呼，因仍未習慣被叫人妻
或羅太。

珍雲缺席韓國頒獎禮
鄭珍雲在活動上唱歌，又跟粉絲玩遊

戲，最鬼馬是跟藝人擺甫士影相，形象
親切。他表示：「之前都是跟2AM成
員一起，今次是獨自一人，意義特別

深。韓國演藝界在這時會舉辦多個頒獎
禮，跟這次感覺很不同，特別開心。」
他又指有被邀請出席韓國的頒獎禮，但
時間遷就不到，而他又想來港，最後便
選擇和香港粉絲度過。新一年他會推出
新碟和做更多表演，以跟不同地方的粉
絲見面。
珍雲和女團Wonder Girls的藝恩正蜜

運中，傳媒想追問他的感情事時，其身
邊翻譯一度拒絕傳譯。不過珍雲亦大方
作簡單回應，表示有機會也想跟女友一
起來港玩。那他們想玩什麼？「剛吃完
炒辣蟹，活動後時間許可的話，都想看
看夜景。」

預告不日公開戀情

高海寧性感壓全場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李思
穎 ） 吳 雨 霏
(Kary)去年因小
產 而 停 工 休
息，新一年將
全面復工，近
月已開始部署
揀歌，稍後便
灌錄廣東歌，
又會和粉絲多
些見面，她正

期待新一年的工作。問Kary是否已調理
好身體？「沒刻意去想，不過沒以前般
忙碌，反而生活習慣不同了。以前經常

捱夜，現在吃和睡都很健康。(老公心痛
你以前捱夜？)其實已習慣，休息就不
慣，總之2017年會做好音樂，最緊要身
體健康。老公都支持我復出，想我開
心，至於生BB一事，暫時不去想。我人
生目標不僅是生仔，還有很多想做的
事。」
說到其舊愛余文樂有新戀情，Kary表

示不知道，但一定會送上祝福，也想對
方早日成家立室。問是否想對方請飲喜
酒？她即說：「我老公在這裡呀。」同
場的袁偉豪在台上開腔唱歌，問到獲得
電視男角色獎後，酬勞有否提升？他
謂：「很開心，全靠公司安排，客戶都
有調整。」稍後計劃旅行的他，被問到

是否散心放低舊
愛，他無奈道：
「都放低了，難得
現時單身，有些事
可自己去發掘，自
己去旅行。(發掘單
身的好處？)比較隨
心，不需樣樣交代，可獨自駕電單車出
去享受一下。(多了異性想坐你車尾？)我
的車不輕易載人，載得的都是女朋友，
除非同事坐順風車！」他對感情事抱順
其自然態度，緣分再到便迎接。「有工
作都開心，這一年(2016)已過去，都要放
低向前行。(會同岑杏賢講新年快樂？)，
一定會傳短訊，個個都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黎明(Leon)前
晚破天荒在港亮相商場除夕倒數活動，與鄭俊
弘、劉佩玥(Moon)、張彥博等人一起與市民迎
接新一年。事前以「明福俠」作招徠的Leon只
穿簡單黑色外套及牛仔褲現身，但已令現場粉
絲起哄，而他進場時也大方親民地與粉絲握
手。Leon由進場到倒數完離場只逗留了9分
鐘，他在台上祝願香港市民「順利無比」。
前晚Leon在新年倒數前最後一刻出現，他

上台即自己報時說：「現在是11點55分，
2016年12月31號，大家好。」他表示當年與
張曼玉拍《甜蜜蜜》時正好在商場附近，但當
時未有建築物，現在見證地方由零開始，相信
是緣分帶他再回來。到倒數迎接新年最後20秒
時，眾人在台上準備大合照，Leon放下「天
王」身段主動走到前排並蹲下，又叫其他嘉賓
一齊影相。當2017年正式來臨，Leon說：
「2017年所有朋友都開開心心，健健康康，家
在香港的朋友，為了自己工作和理想衝刺，祝
大家順利無比。」
有份獻唱的鄭俊弘有幸在台上與Leon祝

酒，他說：「很期待見到黎明，是第一次見他
真人。細個時有聽他的歌《今夜妳會不會
來》，希望有機會可和他拍照。」鄭俊弘因工
作關係，所以未能參與昨晚的叱咤頒獎禮，他
指與友台直播無關。

阿Moon急改歌怕獻醜
劉佩玥與張彥博也在台上合唱一曲，她也獨
唱一首何雁詩的《愛需要勇氣》，笑言為了觀
眾耳膜着想，事前也有練歌。阿Moon直言跟
Leon一起做倒數活動大感興奮：「我好緊張，
個心『卜卜』跳。本來我不知他做嘉賓，打算
唱他的歌《情深說話未曾講》和《我這樣愛
你》，知道他做嘉賓後就立即改歌，不想獻
醜。」

黎明零架子 蹲低與藝人迎新年

吳雨霏今年全面復出

■■孫慧雪孫慧雪((左三左三))跟高跟高LingLing大鬥性感大鬥性感。。

■■高海寧表示性感將高海寧表示性感將「「買少見少買少見少」。」。

■■鄭珍雲鄭珍雲((中中))大方回應戀情提問大方回應戀情提問。。

■吳雨霏今年重新投入
工作。

■袁偉豪(左)對新
戀情隨緣。

■ 張 繼 聰
(左)在大除
夕先「搵真
銀」，再回
港陪妻子謝
安琪。

■李佳芯自言
歌藝不精。

■■黎明一出場即全場哄動黎明一出場即全場哄動。。

■劉佩玥(左)跟張
彥博合唱。

■Leon(前排中)蹲低
身與其他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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