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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鍾嘉欣專程從加拿大回港擔任珠寶首飾品牌模特兒行騷，昨

■當了媽媽的
嘉欣身材沒走
樣，反而上圍更
豐滿不少。

日她穿上白色低胸禮服配襯價值350萬White Kites系列鑽飾出場，但最搶眼還是她盡騷4吋
事業線，當了媽媽的嘉欣身材沒走樣，反而上圍更豐滿不少。嘉欣在訪問中不時開心「些
牙」女兒的可愛，問她打算何時再追一個，她就透露等女兒一歲半至兩歲才開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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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欣笑言自己約兩周前才回港一趟，
前日又從加拿大飛回來，真像一隻

■鍾嘉欣以低胸晚裝
現身，即席示範逾三
百五十萬元首飾。

白尾鳶般飛來飛去，幸好每程機她也睡
得到。嘉欣指自己當了媽媽仍頻頻工作
是不想跟社會脫節，但因她想餵哺母乳
給女兒到一歲大，故每次回港也很匆
忙，她笑說：「真的會很掛住女兒，上
次回來不夠 24 小時，今次可以 on call 36
小時！」離開時女兒會否哭着不讓她
走？嘉欣笑說：「不會呀，每次她有去
送機跟媽媽講『I Love You』，但今次
她睡着了！」她指女兒現開始什麼人也

跟，自己不在時主力老公湊她，老爺跟
媽咪都有幫手照顧。

狂讚女兒好可愛
嘉欣回港即跟女兒視像了 20 分鐘，她
開心地說：「女兒好可愛，全程沒眨眼
望實畫面𥄫 實媽咪，我望着她感覺真的
好可愛。現她6個多月，醒好多了，識認
東西好玩得多，又懂轉身坐得穩！」而
日前過完情人節才回港，嘉欣指當日老
公要回診所，她就與女兒在家準備了晚
餐和蛋糕，都過了很甜蜜的情人節。

見嘉欣上圍升 cup，她透露自己已經成
功修身，比生 BB 前更瘦，不過由於餵哺
母乳的關係上圍的確是有升 cup，她笑
說：「size 大過以前少少，不算好犀利，
也不用重新換過一批內衣，是豐滿了少
少，總之吃完奶又會降回一點！」談到
她昨日胸前有些紅點？嘉欣指出場時覺
得有點熱，敏感便散出來，但很快就會
消失了。問她打算何時再追一個？嘉欣
說：「希望等女兒一歲半至兩歲才開始
計劃，想先有足夠時間給女兒去愛。」
是否不會再拍劇？嘉欣表示也有劇集在

Roche Bobois推廣「藝術在醫院」

君馨婚禮上致辭
又談及好姊妹王君馨4月出嫁，嘉欣表
示榮幸能在對方的婚禮上有機會講感言，
但一切還是留給君馨向大家公佈，至於她
會一個人出席對方婚禮，因不想女兒飛來
飛去太疲累，老公則要工作賺奶粉錢。

Sammi 自爆裸睡5分鐘就放棄

莊思敏陳嘉容設計「夢幻梳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
文釗）莊思敏、陳彥行、
楊天經和獨立音樂人兼塗
鴉藝術家 Syan、MC 仁、
時裝設計師馬偉明（Walter Ma）和李冠然（Kenny Li）、世界上最年輕的
藝 術 家 Aelita Andre 與
Roche Bobois 創 作 總 監
Nicolas Roche、國際總監
Martin Gleize 和香港區總
監 Wilson Tang 等人前晚出
席「 Roche Bobois藝術·生
命 一周年慈善品味大 派
對」。作為法國頂尖傢具
品牌 Roche Bobois 向來主
張品味生活，同時不忘回
饋社會；為慶祝登陸香港
一周年，邀得國際及本地
藝術家和名人莊思敏、陳
嘉容與時裝設計師鄧達智
William Tang 精心設計出
■明顯發胖的陳彥行表示因 體現個性品味的 Mah Jong
做節目經常坐和少做運動。 梳化。作品正於香港仔旗
艦店展出，至6月16日作慈善義賣，籌得善款將全數捐贈
「藝術在醫院」，推動醫院藝術在香港的發展。
Syan、MC仁破天荒與Aelita於慈善周年派對上聯乘合
作 art and music live performance，兩人即席揮毫重新設
計Roche Bobois 簽名式設計Mah Jong梳化，並一同作音
樂演奏，演繹心目中「我的Mah Jong夢幻梳化」。

接洽中，但要時間配合，短期的可以考
慮。提到《溏心風暴 3》將開拍，嘉欣指
之前在加拿大見過「爸爸」夏雨也知道他
要準備開工，今次有前輩加新血，監製家
豪哥一定能創造另一個經典。

做電台節目的陳彥行也明顯發胖，她表示因做節目經常坐
和少做運動，她說：「隨着年齡增長，其實都不可以不做
運動，不像以前少吃兩餐就會瘦。」她坦言本身不喜歡做
運動，但現在也向現實低頭去跑步和打泰拳，希望能減回
至目標110磅。感情生活方面，陳彥行表示都有追求者，
並滿有自信可以認識到男士，但希望能找到一個愛錫動物
的男友，最理想就是做獸醫。

■鄭秀文在台宣傳新碟。

香港文匯報訊 睽違 7 年，鄭秀
文 （Sammi） 推 出 全 新 國 語 EP
《裸》，日前登台宣傳與演員張
孝全主演新片《合約男女》，昨
日中午在台北舉行EP媒體餐敘。
EP 收錄 6 首新歌，全是 Sammi
挑選，她表示是非常、非常、非
常滿意的歌曲，她聽了 2000 首
歌，選歌標準是好聽且適合她，
對新EP有信心。
談到新碟中有首新歌叫《裸體
早餐 》， 問她有沒有實際嘗試
過？Sammi 直呼：「太冷了，不
行啦！」家裡還有傭人；不過，
她曾嘗試裸睡，但 5 分鐘就穿回
衣服，覺得太冷、不自在、沒安
全感，又擔心半夜發生火警該怎

郭采潔
站高凳孖鄭愷狂歡
香港文匯報訊 郭采潔與鄭愷成
為 adidas neo 春夏服飾系列代言
人，並聯手拍攝廣告造型照，玩轉
街頭每一角落。見郭采潔其中一個
造型，她束起馬尾穿上純白色風
褸， 在鮮橙色背景襯托下，展現
清新簡約運動造型；而她另外一個
造型是穿上白色外套配襯牛仔短
裙，在餐廳內與鄭愷談天、站在高
凳上狂歡高歌，全程投入參與今次
拍攝。

住蝸居都恩愛
莊思敏與世上最年輕藝術家及一眾時裝設計師攜手為慈
善發揮創意重新演繹「我的Mah Jong夢幻梳化」，莊思
敏的設計以花蝴蝶為主。名模陳嘉容談到Mah Jong梳化
的設計意念時，表示非常開心可以為家居扮靚，也以花作
為設計元素，陳嘉容就把整座「CatWalk 天橋」搬上
Mah Jong梳化，高貴婀娜地演繹法式浪漫。
剛過去的情人節，莊思敏表示收到一束匿名鮮花，她笑
道：「我一直有叫朋友介紹男仔給我，我沒有放棄過自
己，不過送花人就寫錯我的名字。」問到擇偶條件是否過
高？莊思敏笑言不用有二千呎豪宅，即使
要住蝸居也沒問題，她說：「最重要是對
方真心愛我，如果有二千呎豪宅，但男人
經常不在家，都是要獨守空房，反而對方
是愛自己的，住蝸居都會很恩愛。」
農曆年後莊思敏明顯發福，坦承連牛仔
褲也穿不落，現在要積極減肥準備開拍新
劇，相信開工後就會回復窈窕身材。

陳彥行有追求者

麼辦，逗笑全場。
由於情人節當天有電影宣傳行
程，因此 Sammi 無法和老公許志
安共度，但她稱有互傳訊息，出
外工作每天都會通話報平安，相
處很平凡、不花俏，連禮物她都
較喜歡手工藝品，不愛收鑽石、
珠寶等貴重物品。
另外，Sammi 7 年前在台北小
巨蛋開唱，隔 7 年才出國語
EP， Sammi 說 很 喜 歡 數 字
「7」，有圓滿意思。至於她打
算還要多久重返小巨蛋？她說：
「3 年吧，想再多存些國語歌，
粉絲是不介意我一直唱《值
得》、《眉飛色舞》，但我想要
有新意。」

■郭采潔

■左起：紀言愷、阿喜、王心凌、顏永烈出席公司春茗。

王心凌半天學會滑雪
■莊思敏有份客串設計梳化
莊思敏有份客串設計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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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容、莊思敏、Syan、MC 仁、梁思浩、陳彥行、楊天經、林燕
陳彥行和楊天經出席撐慈善，近年轉型 玲、時裝設計師馬偉明、李冠然與品牌管理層祝酒。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藝人
王 心 凌 與 藝 人 「JR」 紀 言
愷、阿喜與顏永烈日前出席
所屬公司春茗。原在北海道
度假的王心凌，專程提前回
台灣出席活動。談起北海道
二世谷滑雪初體驗，王心凌
笑認行前相當緊張，特別找
擅長中文的滑雪教練臨場指
導 ， 但 一 團 6、 7 人 一 起 上
課，教練分身乏術，大部分
時間都是自己摸索。
王心凌表示一開始為避免

被纜車撞擊到頭，立刻敏捷
使出「五體投地」趴在雪
地，用一股輸人不輸陣、
「跟你拚了」的氣勢，牙一
咬就衝出去，反倒忽然間就
學會了。 她表示長年練舞，
運動神經算發達，還是全身
痠痛伴隨小腿抽筋，花半天
學會滑雪，直呼對滑雪初體
驗相當滿意，並不斷鼓吹大
家快去玩。
JR接連趕拍兩部電影，笑稱
剃一次平頭可連用兩片很值得。

■鄭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