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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貓相設計個人專屬衫

娜姐搵陳柏宇
娜姐搵
做「人肉沙
人肉沙包
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周秀娜（娜姐）、陳柏宇昨日出席服裝品牌 bossini 活動，兩

人即場接受挑戰，近日迷上拳擊運動 kick boxing 的娜姐要在 30 秒內出拳 30 次，由柏宇做「人肉
沙包」接拳；同時兩人親自設計個人專屬 T 恤，送給「未來的我」，娜姐用了愛貓相片，柏宇就
選了未婚妻和家中寵物相片，還預留位置給將來的小朋友，看來計劃七月結婚的柏宇很心急做爸
爸。而大會送上鮮花給擔任司儀的麥美恩，預祝她 30 歲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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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姐透露之前拍攝電影《爆
俏嬌娃》時便愛上 kick box-

宋慧喬提宋仲基撩妹招數笑開懷

■麥美恩（右）本月28日生日，周秀
娜特別送上鮮花，預祝對方生日快樂。

ing 運動，感覺出完一身汗很健
康，加上拍戲時曾弄傷左腳踭韌
帶，醫生指很難治癒，唯一方法
是休息，所以玩 kick boxing 可訓
練身體其他部位肌肉來支撐傷了
的韌帶，減輕傷處的壓力，不過
現時每逢打風落雨患處便會腫
傷，如像老人家般，所以知道要
高跟鞋企得耐，都會帶備平底
鞋更換。娜姐得知在活動上要玩
kick boxing，特地加強訓練，搞到
膊頭酸痛。
娜姐在演出電影《女士復
仇》中爆粗鬧鄧麗欣，娜姐笑
言：「好少光明正大講粗口，
( 平 時 偷 偷 摸 摸 講 ？) 平 時 甚 少
講，大家少聽我講，所以我拍
戲一講現場的人便笑，通常自
己在片場便聽得多，聽到覺得
好開心好親切，但我就講得不
大自然順暢，我嬲和在家發脾
氣先會講，對外人很少講。」

香港文匯報訊
■宋慧喬記者
韓劇《太陽的後
會親切亮相。
會親切亮相
。
裔》女星宋慧喬
中央社
昨日於台灣出席
代言化妝品訂製
唇膏發佈晚宴，
晚宴前喬妹先公
開亮相 20 分鐘分
享心得。
喬妹一上台就
用中文自我介
紹：「大家好，
我是宋慧喬！」
她身穿條紋襯衫
洋裝，露出一雙
美腿，甜笑說：
「2 年前為了《太平輪》到台灣，這次又可以近距離
見到大家，非常開心。」喬妹透露平日美容心得，她
稱自己平日都愛素顏唔鍾意化妝，但為咗有好臉色就
會搽點唇膏，平日私底下喬妹就最愛粉色，但今次的
新唇膏顏色就特別愛熱情的紅色調。她也公開保養秘
訣：「碰到不好的事情要樂觀面對，身邊有些長輩
越老越漂亮，他們都說不要貪心，人生要樂觀，
我也是人，也無法時刻做到，但還是要自己盡
量樂觀。」
她在《太陽的後裔》中有一幕被宋仲基
用手拍掉手機的撩妹戲碼，主
持人問她拍完後有沒有遇到
很多男生想碰她的手機，她
笑說：「沒有啦，大家要
小心手機很貴喔！宋仲基
那場戲也拍了很
多次，他運動神
經很好，工作
人員也有在地上
鋪墊子，所以沒
有摔壞任何一部
手機。」對於之
後想拍什麼作品，
喬妹話自己最想挑
戰驚悚片，至於擔唔
擔心要化啲好恐怖
嘅妝容？喬妹就甜
笑話：「完全唔
會在意，身為演
員咁樣係應
該。」

■宋慧喬話
自己最想挑戰
驚悚片。
中央社

■陳柏宇充當
「人肉沙包」，
接受娜姐的出
拳。

柏宇稱沒錢在港買樓
另外，柏宇透露：「跟未
婚妻符曉薇正忙於籌辦婚禮，
婚期已定於七月四日，場地暫
時保密，因場地問題，預計可
以筵開 30 多席，(是否大搞？)我
唔知，因為我未搞過，哈哈，
總之婚禮由未婚妻話事，所以
沒有為籌備婚事發生拗撬，我
只是照 order 辦事。」近日《有
樓萬事足》成為熱話，問到柏
宇是否已買樓築愛巢？他即
說：「無，邊有錢買樓，現時
租屋住，(要有二千呎不大不細
的單位？)加拿大可以嗎？在加
拿大的四千呎樓價等同香港的
800、900 呎。」柏宇坦言婚後
希望盡快生 BB，我們已同居一
年，因女友希望婚前試婚，其
實都無得揀，已經決定了，說
到度蜜月，柏宇笑言：「未必
得兩個人去，我和女友都想一
班朋友同行，因為驚悶。」

羅霖斥Seasun拜金言論
教壞年輕人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梁靜儀）王
敏德、羅霖
(Candy) 、車
淑梅、雷周
國豐、莫何
敏儀等，昨
晚出席金域
假日酒店大
堂 開 幕 酒
■羅霖
會。性感現
身的羅霖，表示近日看到太多「高
潮女」Seasun 的報道覺得很煩厭，
並直斥對方的拜金言論造成歪風影
響年輕人：「佢咁講會影響年輕一
代女士心態，唔係每個人都拜金，
好多女士都講心、講愛，我都明白
好多二、三線的藝人表面風光，有
時更要瞓梳化，就走捷徑賺多些
錢，但我唔會咁樣，唔想有呢種歪

風影響年輕人心態。」問到如何教
育三名兒子？她認為人的命運是整
定的，沒可能一出世就有錢，但知
識可以改變命運，會叫他們讀好書
搵份好工。她又稱自己現在都沒有
固定收入，知道現代年輕人買樓
難。
單獨出席活動的王敏德，透露近
日忙於打理旗下品牌 MW 生意、駕
駛直升機載客，又將拍攝網劇。他
表示直升機每個月飛行十幾次，問
到太太可有擔心他經常飛行？他笑
說：「坐的士、行街、過馬路都會
出意外，在天空仲安全。」提到他
早前在一部電影中扮演基金經理，
他笑指該角色只向錢看，不會關心
身邊的人，影片將於四月上映。他
又稱最喜歡演飛虎角色，問到何時
再飾飛虎隊角色？他說：「我都想
快啲有人搵我拍，如果唔係年紀再
大就冇人搵。」

容祖兒為選歌而頭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
容祖兒昨日到電台宣傳下月舉行
side track 演唱會，由於門票早已售
清，祖兒笑言來宣傳一個沒有飛賣
的演唱會，至於她本身又孭了多少
「飛債」？她說：「都有，主要不
是因為我特別受歡迎，而是今次個
騷特別少飛，原本以為只吸引 die
hard fans， 但 原 來 好 多 人 都 有 興
趣，希望黃牛黨可以用回正常價錢
放飛，不要太猖狂。」祖兒聽聞門
票已被人炒到 40 倍高，並說：「不
如去搶，太過分。想在演藝學院開
騷就是希望跟大家親密一些，可以
有心貼心的感覺。」祖兒透露今次
演唱會不像紅館有「飛天大炮」，
也只有一首歌需要排舞，她笑稱媽
咪今次最開心，說：「因為有很多
歌她都想聽，而且我又不用地獄式
去排練。」現在祖兒最頭痛是如何
選歌，也有參考網民投票選出的歌
曲，雖然大部分是非主流歌，但也
要顧及一下歌迷口味。笑問會否唱
男友劉浩龍（師兄）的歌時，祖兒就
推說等他開騷先。至於師兄的是否她
心水之一，她笑道：「都是，唱他的

歌有這種需要
嗎？如果我唱
得好過他怎
辦 。 （ 合
唱？）不要搞
太多了。」
提到謝霆
鋒與王菲被拍
到在機場親
嘴 ， 祖 兒 笑 ■提到謝霆鋒與王
道 ： 「 都 幾 菲被拍到在機場親
Sweet， 我 想 嘴，祖兒表示都幾
他沒想到會被 Sweet。
人看到。」笑問她與師兄可有在公
眾場合親嘴，她即靦腆起來：「甚
少，盡可能會忍住先。看得出他們
是按捺不住，真的好愛。」祖兒更
自嘲不及霆鋒與王菲，所以從來都
沒被人影到親暱相。對於弟弟被指
搭上有夫之婦，問她有沒關心一下
弟弟，祖兒說：「我們關係密切，
同一屋簷下，多少都有講到，但當
然不說給大家知，他已經大個人會
識處理，這方面他比我經驗老到，
所以不用擔心，我都希望他快點結
婚，留空間房給我。」

■周秀娜(中)與
陳柏宇(左)獲大會送
贈「Dear Future Me
給未來的我」DIY
Tee。

衛蘭計劃出國語碟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李
思穎）衛
蘭 （Janice） 昨 日
到電台宣
傳新歌《驗
傷》，她透露這
陣子忙於在廣東省地方舉行巡
唱，妹妹衛詩都有份擔任嘉賓，
Janice 希望有機會到上海開騷，
其實她和妹妹正努力學普通話，

更有計劃推出國語碟。
Janice 在內地演出期間，曾遇
上熱情粉絲，不過她明白歌迷
都出於善意，對方知她失去私
人 空 間 時 ， 亦 有 道 歉 ， Janice
謂：「其實很享受歌迷的熱情
對待，但試過有歌迷在酒店的
健身室等我，有感自己私人空
間被侵擾，所以有點不開心，
通常他們見到我想不停聊天，
而該歌迷知道我有點不快後，
都有向我道歉。」

羅蘭曾有退休念頭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梁靜儀）
八十二歲
的羅蘭昨
日到九龍
灣出席保健
品牌活動，她
透露多年來也是該品牌的
粉絲，現場她又跟落選港男梁裕
恆（Flow）做體操，表現靈活。
羅蘭姐表示剛完成無綫劇集《老
表，畢業喇！》，稍後又要投入
拍攝五十集長劇《誇世代》，問
到她拍劇時會否爭取休息時間？
她說：「我從來都冇要求，因為

明白到劇組拍攝時間緊迫，有小
朋友要先遷就小朋友，唔會先就
老人家，如果再諸多要求，怕阻
礙拍攝進度。但劇組都好體諒
我，好少安排我拍通宵戲。」
腦筋靈活的羅蘭姐，表示以前
可以記幾頁紙劇本，但現在記性
差了，最容易入腦是大家一齊圍
讀。問到可有想過退休？她承認
曾有這個念頭，她說：「有諗
過，但係醫生叫我同周驄最好唔
好退休，因為一退休停落嚟兩
年，個腦會退化得好快，修哥(胡
楓)就教我經常步行，佢可以由旺
角行去尖沙咀飲茶，仲可以揸車
來接我。」

廖碧兒想有人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廖碧兒、河國榮、李尚
正與盧頌恩昨日到香港電車
廠出席奇妙電視新節目《香
港有寶證》記者會，四位主持向
大家展示香港各種手藝，並分享
拍攝趣事。
身穿短裙的廖碧兒在寒風下，凍
得牙關抖震，但依然保持笑容滿
臉。近日有傳她秘交富貴男友，除
了出入有司機，又進駐豪宅，兼且
■廖碧兒與河國榮表示拍攝節目
進軍商界開餐廳買酒莊，對此，她
讓他們眼界大開。
否認說：「和女司機已認識十多
年，既是密友又是助手，我所住地 她出入豪宅會男友，她解釋：「當
方已搬進去四年，可能近年較少在 日到朋友家吃生日飯而已。(有名
香港工作，大家少見我，其實已買 牌訂製手袋？)是我努力工作獎勵
入一段時間，我一向很努力工作， 自己。」直言想有人追的她表示沒
入行不久便開始儲錢，知道大家關 有追求者，情人節也沒收到鮮花，
心我，有好消息一定公佈。」說到 都是工作中度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