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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歌手蔡依林（Jo-
lin）昨日於台灣出席活動，近日其前男友錦榮和
雙胞胎女團BY2姐姐「Miko」傳出緋聞，對於
是否給予祝福，Jolin霸氣回應：「為什麼要問這
麼蠢的問題？」
Jolin昨日出席活動，為了記者會她再展創意，

以「美的化妝台」為靈感做出翻糖蛋糕，蛋糕內
部擺滿各種她自己常用的保養品與化妝品，細節
栩栩如生、相當逼真，讓所有人驚歎。Jolin表
示，其實她構思沒有花太多時間，上網看了一些
資料後做設計，再由同事們着手操作，大概花了
一個禮拜就完成作品。
對於她和前男友錦榮已分手4個月，雙方的感

情發展都是外界關注焦點，錦榮近日和Miko因
互動親密傳出緋聞，但兩人都強調彼此是朋友，
只是一起去買飲料，Jolin被問到是否注意到錦榮
新動態時，她只淡淡表示，有看到相關新聞，
「交朋友是好事」，也說和錦榮還有聯繫，但被
問到是否獻上祝福， Jolin卻笑說：「為什麼要
問這麼蠢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諸葛紫
岐（Marie）前晚到巴黎羅浮宮博物館
的Cour Marly（馬利中庭）欣賞Fash-
ion Show，貴為VVip 的Marie被安排
坐在第一行位置欣賞秋冬女裝展。Ma-
rie去年獲邀到尼斯Saint-Tropez出席高
級珠寶展覽，認識了 LV CEO Mi-
chael Burke，兩人昨日在時裝展上再
度相遇，言談甚歡，Marie更遇上荷里
活男星韋史密夫兒子 Jaden Smith 及
EXO成員吳世勳等。
Marie被安排與Jaden Smith合照，

她透露去年在廣告中已留意對方，尤
其是看到對方以女裝示人，印象更為
深刻，Marie 笑言：「好記得他在廣告
中以皮褸襯短裙的裝扮，夠晒爆炸
性。」
看過無數時裝展的Marie，第一次在
羅浮宮睇騷。置身前法國的皇宮，Ma-

rie特地繞場一周觀賞場內的雕塑，完
騷後的Marie大讚這季女裝展品時尚，
今季設計令她眼前一亮，貴為 Super
VIP的她更可以提前選購時裝展上的所
有展品。

胡歌成導演李安師弟
內地男星胡歌日前現身

美國舊金山機場，為出國
留學的消息正式落錘定
音。胡歌此行還將赴紐約
大學修習電影，成為導演
李安的學弟。據內地傳媒
報道，胡歌計劃3月先赴
加州的舊金山藝術大學

（Academy of Art University: San Francisco
Art School）讀語言，7 月再去紐約大學
（NYU）進修導演。胡歌選擇的NYU擁有全
美三大電影學院之一的帝勢藝術學院（Tisch
School of the Art），成立於1965年，是世界
電影教育最重要的基地之一，也是培養最多奧
斯卡獎得主的院校。馬田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奧利華史東（Oliver Stone）及奧
斯卡導演獎得主李安都將成為胡歌的學長校
友。

去年發現患上大腸癌的King Sir，
經微創手術後已完全康復，不用

接受電療或化療，現場見他講說話中
氣十足、精神飽滿，更獲阿旦和余安
安獻吻賀壽。問到昨晚如何慶祝大
壽，首次現身，看到他精神奕奕示
人，但行動稍為緩慢，適逢昨日是
King Sir 農曆八十歲大壽，King Sir
說：「等西曆才慶祝，會跟幾班學生

一齊慶祝。」

不需化療電療
King Sir透露現在身體正慢慢康復

中，熱愛工作的他有參與比較輕鬆的
讀劇本活動，幕前工作暫時就不會
做，因為怕太操勞應付不來。笑問他
有否戲癮發作想演戲？他笑道：「都
有，不過要在台上專注兩個多小時很

辛苦，都取消了很多演出。」King Sir
又慶幸及早發現患有大腸癌，他說：
「之前做通波仔術後覆診，醫生見我
臉青青就叫我去驗血，好彩第一期就
發現到，之後就做微創手術，不需要
化療或電療，但現在要注意飲食，因
為腸胃剛做完手術。」
有份演出《風雲5D音樂劇》的阿

旦，表示公演日雖然押後，但他們有

更充足的時間綵排，又稱只會贈飛給
King Sir去欣賞，King Sir就說：「一
定要去看，阿旦唱歌又跳舞，值回票
價。」阿旦就笑稱跳十字舞最困難，
暫時只學會八字舞。
余安安稱King Sir正日生日當天不

在港，昨日提早送上中國茶和長壽麵
作生日禮物，想不到剛巧是他的農曆
生日。

拍拖遊東京亂入廣告Sammi：100%瘀皮事件

諸葛紫岐羅浮宮睇騷

香港文匯報訊 鄭秀文（Sammi）日
前在社交網站上載遊日照片，並透露
飛了去東京購物，她留言：「每年事
在必行，去東京入貨。」，但當然並
沒提及老公許志安亦有同行。不過，
日本一個朱古力餅乾廣告卻無意將許
生許太攝入鏡，造就許氏夫婦首次夫
妻檔「拍廣告」，成為卡士最勁的路
人甲、路人乙。
當日一眾女模遊走表參道街頭拍攝

餅乾品牌廣告，女模們穿上黑白條紋
的服裝，把臉塗白，戴着誇張的墨
鏡，一行人穿得一模一樣走在人行道

上吃着餅乾，引起不少路人行注目
禮。正在途經的Sammi與安仔都被攝
入鏡，搞笑的是拍得Sammi也一臉興
奮的手持電話影着女模，非常投入，
反觀安仔則一臉冷漠。
廣告片出街後，令一眾網友笑爆

嘴，紛紛笑指Sammi為大家帶來無限
歡樂，有人更留言笑說：「笑了……
其實你兩公婆係咪收咗人哋廣告
費？」至於突然變了「廣告主角」的
Sammi昨日都放廣告截圖，又留言自
嘲：「100%瘀皮事件。𤓓 爆！好明顯
mi係八卦啲嗰個囉！（其實係對世界
保持好奇啫，係好事啊！）話時話，
oreo係咪應該send 啲餅我試食，因為
我確係勁鍾意食餅乾！尤其脆卜卜嘅
口感。我估我有一日會食玻璃，貪佢
可能好夠脆。」她之後又發文再自爆
其實她除了拍女模的後面，還9秒9跑
到前面，繼續拍拍拍拍拍！Sammi更
hashtag形容自己「有做狗仔隊員的潛
力」、「厚多士」等，相當搞笑。

Pitbull端午節前夕開唱
曾贏得格林美獎

的國際巨星Pitbull
將於5月29日假亞
博舉行「Pitbull -
Climate Change
Tour 2017 香港演
唱會」。原名Ar-
mando Christian
Perez 的 Pitbull 在
全球大受歡迎，他
是音樂人、表演
者、企業家、時尚

達人及演員，其銷量驚人賣出唱片多達5百萬
張，單曲賣出超過6千萬首。Pitbull在超過15
個國家都擁有冠軍歌，MV 點播率更超越50 億
次，他在社交網絡粉絲人數之高跟世界各地某
些電視頻道所達至的觀眾不相伯仲。Pitbull 的
演唱會在南北美洲及歐洲至亞洲均全場爆滿。

馬在驤處男行騷
馬德鐘愛子馬在驤盡得父母優良遺傳因子，

身高6呎。現年18歲的馬在驤是學校游泳健
將，日前就行了人生第一個泳衣騷，台上的女
模拍檔為賭王仔猷啟女友Angelika。馬德鐘透
露當年做第一個工作就是行泳衣騷，所以見到
囝囝的淡定表現都好感動。他又指囝囝在沒有
培訓之下，囝囝今次的表現值得攞滿分。

慶80大壽

臉青青去驗血揭患大腸癌臉青青去驗血揭患大腸癌

鍾景輝 神醒癒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鍾景輝（King

Sir）、鄭丹瑞（阿旦）和余安安昨日出席《第二

十六屆香港舞台劇獎》記者會，公佈各獎項提名

名單。去年成功抗癌的King Sir精神奕奕亮相，

適逢昨日是他農曆80歲大壽，大會特別送上巨型

壽 包 為 他 慶

祝。King Sir憶

述當日做通波

仔術後覆診，

醫生見他臉青

青於是叫他去

驗血，結果發

現他患有第一

期大腸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雷頌德
（Mark）首個攝影作品展「Stylish Hong Kong
型格香港」於昨日舉行，共展出其12幅作品。
雷頌德從3、4年前對攝影產生興趣並開始研

究攝影技巧，第一本推出的攝影集是拍黎明演唱
會作慈善用途，第二本是為太太梁家玉（Jade）
的烹飪書拍攝，今次的攝影集是以介紹香港為主
題，從幾萬張相片選取了幾百張，其中太太的照
片佔了幾張，還有一張站在電車前的選為封面
照。Mark笑言找太太當模特兒不用花錢，Jade
亦笑說：「那天我只知要去拍照不知要做封面，
所以都是自己化妝整頭就出門，不過Mark知我
優點影的角度很好，希望到我40歲時他幫我影
輯寫真靚相，到時我操fit一點！」Mark笑說：

「 那 書 名 叫
『四條嘢』！
但都是給她收
埋看！」
問到影黎明

的 感 覺 又 如
何，下次會否
再影他？Mark
笑說：「我初
時都不敢影，
在台上拍了他他也不會知，但他平日不喜歡拍生
活照，連自拍也不會，那次是在錄音室拍了他，
應該是他覺影得他靚仔才給出慈善相集，可能他
本身都沒看過本書！」

雷頌德預告幫妻影私家寫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薛家
燕、黎小田、曹永廉及湯寶如主持的
《流行經典50強》，前晚進行錄影，並
請來劉錫明、陳柏宇、李國祥及李健達
擔任嘉賓。
當晚家燕姐穿上自掏腰包、專程到菲

律賓訂造的低胸晚裝亮相，她指晚裝是

菲律賓總統夫人的傳統式禮服，價值5
位數，並透露為節目出動了6位數字的
私伙衫。相隔廿年再在無綫演唱的劉錫
明，表示這次是應恩師黎小田邀請上節
目，記得當年參加新秀歌唱比賽，黎小
田為他試音，並即場用鋼琴為他伴奏，
試完音後黎小田就說OK，知道他讀音

樂系，就叫他返去等電話，所以對方是
他的恩師，而多年來大家都有聯絡。
劉錫明透露今年會在內地推出新歌加

經典歌黑膠唱片，同時亦會在香港發
行，問到會否返港開騷？他說：「要睇
吓有無人幫我搞，都要有人搵我先
得。」至於返無綫拍劇他亦有興趣。

劉錫明想返無綫拍劇

■■PitbullPitbull在全球大在全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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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在驤搞笑遮兩點馬在驤搞笑遮兩點。。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諸葛紫岐前晚到巴黎欣賞時裝騷諸葛紫岐前晚到巴黎欣賞時裝騷。。
■諸葛紫岐偶遇韋史密夫兒子Jaden
Smith。

■■胡歌已飛赴美國胡歌已飛赴美國
進修進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Sammi 一
臉興奮影女
模，反觀安
仔則一臉冷
漠。

網絡截圖

■■SammiSammi被笑將有花被笑將有花
名叫名叫「「八卦八卦MiMi」。」。

■鍾景輝(中)
獲鄭丹瑞(左)
和余安安送上
壽包又獻吻。

■■余安安向鍾景輝送上中國茶和長余安安向鍾景輝送上中國茶和長
壽麵作禮物壽麵作禮物。。

■■鍾景輝講話鍾景輝講話
中氣十足中氣十足。。

■■雷頌德有太太撐場雷頌德有太太撐場。。

■■薛家燕薛家燕 ■■劉錫明劉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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