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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完月不久即復工的Kathy，穿上白色
tube dress現身，騷胸又騷腿，問到

穿到咁性感不怕入風嗎？她笑說：「坐完
月出關，做咩都得。」低胸上陣的她，自
爆上圍跟未生前一樣，令她很失望：「諗
住佗仔會升幾cup，好遺憾冇升到cup。」
她表示今次都會餵人奶加奶粉。

每次出街大仔會扭計
極速收身的她表示全因在家中要做運
動，她笑說：「大仔而家廿一個月大，識
踩車好活躍，我要推車又要抱細仔，浪費
好多精力比較忙，好似做運動咁。」她透
露細仔剛滿月不久，比較惡湊又恰哥哥，
聲線比哥哥惡啲，每日睇住佢成長，初時
覺得佢似哥哥，而家就似老公，有時喊到
力竭聲嘶，鍾意人抱，但她不想抱太多令
他癡身。
她表示媽咪都有幫手湊孫，而她每次出
街，大仔就會扭計，叫她剝衫剝鞋，痴纏
十五分鐘才出到門口，不過她現在最怕大
仔入廚房：「佢見到我的飾物會郁以為係
玩具，整唔見戒指就大件事，佢家識去
丟垃圾，試過將禮物丟垃圾桶，（有冇唔
見嘢？）Touch wood冇，自己都好緊張，

但佢會將我啲戒指丟咗，盡量唔畀佢入廚
房，可能有些寶在垃圾桶。」

林嘉欣抗拒追多個
同場的林嘉欣近日頻頻出席藝術活動，

她表示越來越多人知道她有這個興趣，而
她年底又會與年輕藝術家合作搞畫展，至
於會否變成第二個事業就不知了。問到嘉欣
可有收藏品牌的首飾？嘉欣說：「都有收藏
幾件，自己鍾意戴戒指，有冇鑽石的都有，
用來襯牛仔褲，冇鑽石的唔係好貴，最緊要
日常生活都用到，如果太大粒冇機會拎出來
好浪費。」問到老公可有送首飾？嘉欣坦白
說：「除咗結婚戒指就冇，每年母親節都叫
佢唔好送，兩個孩子已經係最好禮物，今年
母親節都會同屋企人食飯，媽咪會由台灣來
港，三代同堂。」
至於工作方面，嘉欣透露經常都有洽談

電影工作，但是否能開拍就要睇電影有冇
資金。問到可會趁得閒追多個仔？她即抗
拒說：「唔好呀，2係一個好數字，自己封
咗肚四年，(有意外會否生？) 冇冇冇，有
意外當然會生，但唔容許有意外，兩個囡
讀大學時，老公都七十歲，因為佢五十歲
先做爸爸，兩個夠晒數。」

自稱「事業線」未增長失望

周汶錡家中湊仔

極速收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剛誕下兒子不久的名模周汶錡(Kathy)，前晚出席瑞士

腕錶及珠寶品牌伯爵絢麗Possession Lounge揭幕展覽，同場出席的還有林嘉欣、曹敏

莉及王愛倫等。低胸上陣的她，自爆上圍跟未生前一樣，令她很失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昨日在
社交平台宣佈喜訊的陳嘉寶（Anjaylia），
當晚出席護膚用品活動時被傳媒追問結婚
一事。現年27歲的陳嘉寶與比她年長八年
的35歲初戀富貴男友黃頌祈（Epaphras）
因有共同信仰而結緣，倆人拍拖四年，終
於開花結果，Anjaylia昨日在網上宣佈已
經準備好要步入人生中的另一個階段了，
快為人妻的她以性感打扮露出2吋事業線
現身，受訪時透露：「婚禮會在11月25日
在教堂進行，屆時會擺酒宴請親朋好友，
由於男友較為害羞，他叮囑我不要公開求
婚過程，尊重他意見會留少少秘密。(是否
很感動？)愕然多過感動，因之前說過要應
承他求婚，必須瞞着我先得到我父母同
意，結果他都做得到，求婚當日，我們雙
方家長都在場，自己好驚訝給父母出賣，
所以驚到不懂喊，但都很開心，我消化了
兩日後先識得開心，今(昨)日收到不少朋友
祝福，特別多謝陳凱琳和陳瀅幫我保守這

個秘密，她們比大家早少少知道此事。至
於姐妹團人選仍在計劃中，因正忙着拍攝
《誇世代》，預計拍到八月，暫時都未有
時間處理結婚問題，要交由男友處理。」
Anjaylia手上並沒戴上求婚戒指，她解
釋：「因出來工作怕會弄失，所以放了在
屋企。」問到她和男友是否正同居試婚，
她坦言：「不是同居，只是借宿，有時返
工太遠，三日只睡七小時，為了工作來回
方便，在問准媽咪情況下在男友家借宿，
大家都很信任，已認定是一家人，(不會雙
喜臨門？)唔會，沒有這個可能性，(堅守宗
教信念，不會有婚前性行為？)做開的，一
路會堅持，維持在結婚先開心，一個喜已
經好開心。」
陳柏宇已定於7月2日註冊結婚，他表示

不打算「雙喜臨門」，因有了小朋友的
話，結婚便不能盡興去玩，也會影響出外
度蜜月，還是留得婚後先不設防積極造
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佗着四個多月BB的楊
洛婷，腳踏四吋高跟鞋現身，她表示：「見到自己一日胖
過一日，但中醫說我只肥了五磅，老公話我是水腫，這是
孕婦的正常現象，我都有度過三圍數字，上圍升了兩級，
最湊巧是上圍、腰圍和臀部都是37吋，從未試過水桶
腰，感覺挺好笑。」這段時間，楊洛婷沒有太大「害喜」
反應，問到胎兒性別，她保持神秘拒絕透露：「原本都不
打算告訴老公，最後他都知道，很多朋友都說我似佗仔，
奶奶的家姐話我無以前咁靚，都估我是生仔。」BB的預
產期是十月頭，她希望順產分娩，專心安胎的她已減少工
作量，不過好動的她有點不習慣，所以每日便安排節目給
自己，又會做瑜伽，同時又獲得不少贊助商提供奶粉和孕
婦用品，而老公就忙着工作，很少理她。

陳嘉寶
11．25教堂行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江若琳
昨日接受電台訪問，她透露回流返港出唱
片並於九月開騷，都希望能將自己這十年
娛樂圈生涯告訴大家。她指之前的新歌講
人生，下一首新歌《思念宵夜》則講愛
情，她說：「雖然我不是拍過很多次拖，
但經歷也不算少，且傷害一次就夠了！」
而歌曲中所提到的會是她一年前與相聲演
員前男友曹雲金的一段愛情。問是否這段
感情最受傷害？她笑說：「又不是，只是
發生得最近又印象最深刻！」笑問她現找
到吃宵夜的對象？她表示現還未找到。
提到有一對剛相識的男女吃飯後埋單因

「AA制」問題大打出手，江若琳有留意新
聞，覺得是飲大了酒精害人，不過她接受
不到大男人，因時下女性都比較獨立自
主，會想有自己的事業和思想，她說：
「在愛情路上我希望獲得公平對待，我自

己生活上是
小女人，但
決定大事時
我是個有主
見的人，如
果另一半不
准 許 我 工
作，這會是
致命傷，因
我 熱 愛 工
作，希望遇
到的也會支
持我實現夢
想，當然到
某年齡會成家立室，不過仍希望可以有自
己的事業。」問她現於內地有沒認識到富
二代？她表示沒興趣聽他們講靚車、靚紅
酒，她要的是心靈上的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Ben Sir
歐陽偉豪將於6月24日在九展舉行一場
《Ben Sir開Show》，昨日他在記者會上
套用候任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前財政
司司長曾俊華在競選時的口號說出這次
talk show的主題：「今次會將希望、團
結、信任帶給觀眾，以廣東話文化將大家
connect together ，讓笑聲與和平充滿會
場！」而席間《Ben Sir研究院》的研究生
陸浩明及季蘋蘋上台送花及獻吻，Ben Sir
拍照時，更以一身緊身西裝吊腳褲劉德華
look chok爆擺甫士。
Ben Sir被笑指外形扮足「劉華」，說話

腔調又學足周星馳，他帶笑自嘲只懂每樣
「執」一些來抄襲。對於這次talk show的
主題，Ben Sir表示內容都希望讓觀眾有所
感受能夠袋下一點東西離開。而今次他表
示也會唱歌，原先他想多唱幾首，奈何版
權問題也只能給他唱一至兩首，其中最想
唱張國榮的歌，但最近亦有多練了鄭少秋

和 尹 光 的
歌。他透露
另會邀幾位
研究生上台
搞氣氛跟觀
眾互動，要
是 有 好 反
應，他都希望加場。問到做show限制較
寬，會否爆粗？Ben Sir說：「電視上限制
多我也照爆，拍手代表了粗俗文化！」
星夢娛樂老闆何哲圖透露已見過吳若希剛

誕下的女兒，他笑指BB似媽咪般靚，雙眼
則似爸爸，且她都很乖不會經常哭。他亦指
吳若希花了很多精力去湊BB，但由於她仍
躺在病床上抱BB，所以也未能郁動太多，
然而卻是一臉幸福模樣，從以前的少女開始
流露母愛。何哲圖表示不方便透露吳若希回
港還是在澳門休養坐月，但BB已改好中文
名，仍待她去公佈。至於吳若希計劃何時結
婚？他指她與男友已有默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張名雅、
朱千雪、朱凱婷、張嘉兒及單文柔等，昨
日到將軍澳出席《Big Big小明星2017》記
者會，由於酒店會場天花突然漏水，令到
正接受訪問的單文柔要狠狽走避，而活動
亦要移到台前進行。落選港姐單文柔早前
因被撞破到與陳展鵬駕車到山頂，二人在
車廂開餐談心，因而傳出緋聞，事後男方
返內地拍《天命》，而女的就一直沒有露
面，直至昨日現身記者會，她表示會加入
做兒童節目主持。
問到與展鵬的戀情？她照例否認兩人正在

拍拖，又稱大家是朋友，但就自爆展鵬拍完
《天命》外景返港都有約她食飯。問到是否
又去山頂？她笑說：「唔係，(同你補祝生
日？ ) 唔係同我補祝生日，生日同朋友、屋
企人慶祝。」當再問到她是否在拍拖時，她
自言想專注工作，冇時間拍拖，而且都好少
時間見。至於是否發展中？她就說：「認識
中，至於將來的事就好難答。」說到他們上

次被影到上山頂前，去了傢俬店為同居買傢
俬？單文柔即否認：「其實……唔係同居，
（答得咁猶疑？）唔係猶疑，係我反應慢，
（但影到展鵬搭住你條腰？）角度問題，其
實沒搭，可能朋友之間搭到膞頭都唔出
奇。」她又解釋他們上次上山頂是因為對方
是公眾人物，太多人的地方不方便，所以才
買食物上車食。至於是誰提出上山頂？單文
柔沒有正面回應，只笑說：「沒話邊個提
議，睇吓邊條路易泊車，（下次會去邊度
開餐？）大家有冇提議。」雖然不認拍
拖，但單文柔被問到展鵬是否她喜歡的類
型時，就忍不住大讚說：「幾欣賞佢，以
前都有睇佢的戲，自己新人唔識講嘢，今
次呢件事上，我好欣賞佢，佢好慘，承擔
咗好多，承受咗好多壓力。（會否加
分？）佢份人係幾好。」問到她與展鵬是
怎樣認識？她表示是選完港姐之後，在活
動上認識，之前也有在公司食過飯，因大
家都喜歡時裝。

單文柔直認欣賞陳展鵬

Ben Sir扮「劉華」chok爆

江若琳接受不到大男人

楊洛婷望順產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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