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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
「暗中作樂聲演會2017」昨日舉
行記者會，出席嘉賓有杜德偉
（Alex）、林二汶及陳柏宇。杜
德偉透露兒子現8個月大，已開始
學懂叫爸媽，而他好醒目知道是
爸爸搵食，故第一句叫的也是
「爸爸」。他亦正苦惱兒子的上
學問題，因朋友已紛紛叫他要去
物色學校，Alex說：「我覺得好
煩，個小朋友仍一嚿飯般就要讀
書好辛苦，德國的小孩6歲後才讀
書，感覺香港的教育好辛苦，但
我又喜歡他學廣東話，似我從細
個長大的感覺，所以都考慮不給
兒子上學前班！」
Alex享受親子樂，也正積極追

下一個，目標三年抱兩，他笑
說：「最好再追能一次生2個，仔
女我都沒所謂，那就可以收

工！」他坦言現每周都要走埠工
作，回港休息兩天見BB就最開
心，之後又去工作，儲夠對BB的
思念又回來見他，每次哄兒子睡
覺，也會哼柔情歌曲給他聽，但
自己都改了歌詞說「老豆已經很
累，你要快點入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
朱明銳（銳哥）、鄭融及AGA等
昨日到深水埗出席網絡媒體「面
包台」開播半年祝捷會，會上並
宣佈朱明銳加盟該台出任CEO。
朱明銳表示一生人工作了30、

40年都離不開廣播界，做這行是
最安樂及開心，眼見傳統媒體走
下坡所以轉型，他已上班兩星
期。問到有何大計？他說：「我
有野心將香港廣播事業帶去內
地，廣東去到廣西，廣東話聽眾
有成2億。」銳哥表示主要負責
幕後工作，負責找廣告及節目發
展，並打算一年後搞頒獎禮。問
會否邀請英皇歌手上網台節目？
他說：「會請英皇歌手， 我同
Mani 好 friend，同祖兒都破咗
冰，會約祖兒。」他又謂想八卦

蔡卓姸（Sa）拍拖的事，因為連
Sa爸都唔知。
鄭融表示之後會有一連串的工

作，7月會推出新歌，之前幫奇
妙電視拍的劇集將於九月播映，
另外九月又會有一個大project，
她說：「自己鬆一口氣，因為啲
歌做咗成年，係入行以來做歌最
長一次，因為監製之前冇期要延
遲做歌，我覺得工作一氣呵成好
重要，窒吓窒吓咁做好辛苦。」
她表示現在已重投舊公司，除了
音樂並有跟陳鍵鋒學潛水。
AGA表示稍後會去新加坡訪問

外國組合One Direction，因為是
首次訪問別人，所以心情有點緊
張：「 我會準備好多資料 ，最
怕訪問時接唔住，所以唔會問尖
銳問題，純粹問音樂。」

香港文匯報訊 （實習記者 張美
婷）韓國人氣組合BIGBANG成員
T.O.P昨日就大麻案出庭受審，檢
方起訴T.O.P涉嫌於去年10月9日
至14日，在首爾住宅內與女練習
生韓瑞希吸食4次大麻。而身穿西
裝出庭應訊的T.O.P在入法庭前讀
出道歉信，並以90度鞠躬表示歉
意。
T.O.P早前曾因過量服用醫生處

方含安眠成分的鎮靜劑，導致失去
意識，一度住在加護病房並傳出病
危，而他在出庭應訊時，神情亦顯
得相當憔悴。
據知，檢方向法院申請判處T.

O.P有期徒刑10個月，緩刑兩年。
而T.O.P的代表律師在庭上承認控
罪，並表示T.O.P因演藝事業和兵
役令心理狀態極不穩定，加上當時
在醉酒的情況，受韓瑞希影響，一

時衝動吸食大麻。T.O.P其後也在
庭上表示：「這次的事件是我人生
當中最糟的時刻，我真的非常後
悔。以後不會再犯同樣的錯，我會
接受任何處罰並引以為戒，以後也
會熱心公益。」
因暫時未有定案，法院將定於在

下月20日公佈T.O.P一審判決結
果。另外，T.O.P將繼續履行剩下
的兵役義務。

杜德偉不想讓兒上學前班

朱明銳邀英皇歌手上節目

就大麻案出庭鞠躬致歉 T.O.P或被判囚10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張
繼聰昨日化身外賣仔出席連鎖茶餐
廳活動，並獲贈榮譽VIP卡免費任
食。近日忙於拍無綫台慶劇《跨世
代》的阿聰，前日突然有半天假，
即與老婆謝安琪遊車河及去食晏並
上載至互聯網跟大家分享他的喜
悅。阿聰透露因同劇的歐陽震華
（Bobby）眼睛發炎而要取消外景，
他笑說：「多謝Bobby粒瘡令我有
半日假，不過夜晚已經返去開廠
景，希望劇集8月可以煞青。」
談到蘇永康之前以他囡囡張靖名
義，捐出一百個愛心飯盒慶祝她快
將出世一百日，阿聰表示多謝阿公

這位前輩對他與太太的愛錫，而囡
囡百日宴打算與親友食飯，不會大
搞。問他可有準備回禮送給蘇永康
的兒子Jazz？阿聰說：「交畀老婆
準備。（準備什麼禮物送給女兒張
靖？）吓，要咩？現在諗起第時有
男仔拖佢隻手我已經好嬲，仲要我
準備嫁妝！等我獨霸返佢十年八載
先。」他又透露女兒已開始認到
人，每朝早都對住他甜笑，又謂要
多謝太太這三個月辛苦照顧女兒，
比做歌手時還要忙。問到女兒如此
可愛，會否獎勵太太再生多一個？
阿聰即說：「兩個都夠，見到太太
咁辛苦，唔好咁自私，（若有意外

會否生？）意外呢啲事在人為。」
今年拍了多個廣告的阿聰，透露

薪金全部上繳給妻。笑問到是否女
兒腳頭好旺他？阿聰指仔女全部都
旺他。
另外，懷孕6個半月楊洛婷，昨日

挺着大肚子擔任活動司儀，她指很
多朋友都勸她要多休息養胎，但她
卻怕沒工作會很悶好辛苦。問到腹
中是仔定女？她故作神秘表示8月開
派對時會公佈。她指為了工作上網
買了很多孕婦裙：「老公都叫我唔
好再買，因為好快着唔落，（可以
繼續再生？）係囉，我身邊又有好
多有BB的朋友，可以Share。」

囡囡未夠百日 張繼聰已呷未來女婿醋

■化身外賣仔的張繼聰
與楊洛婷出席活動。

■ 朱明銳
出 任 「 面
包 台 」
CEO。

當現場傳媒恭喜阿Sa有新
戀情時，她甜笑點頭表

示多謝，但她就不願公開拍拖多久，也
多謝男友舊愛連詩雅的祝福。對於有指
連詩雅對舊愛死纏難打，阿Sa稱只是大
家茶餘飯後的事，重點不在這方面。笑

指阿Sa現在生活重點是否打麻將，她笑
道：「不講太多了。（與伯母關係好已
融入家中？）大家給我一點空間，我都
一把年紀了。（趕住嫁？）一把年紀不
是要趕，我意思是天氣太熱，大家不要
這樣，總之我們好開心！多謝大家關
心。」
至於會否閃婚給大家驚喜？阿Sa說：

「下一秒發生什麼我都不知道，答不到
你。（怕再婚？）我沒有想太多，活在
當下。」問到與男友互相欣賞對方什麼
時，阿Sa坦言是自己的事，不用公開分
享，也相信不是太多人想知，大家八卦
只是用來做茶餘飯後話題。阿Sa為保護
新戀情不斷強調給她空間，希望外界不
要𥄫 住她生活，應該𥄫 住她的工作，追
問她與男友多去哪處拍拖時，阿Sa撒嬌
道：「救命呀。」
阿Sa「哎吔老公」鄭伊健表示也是從

新聞中知對方有拖拍，恭喜阿Sa希望她

享受過程，他本身就很少過問別人私
事，而且Sa已長大有足夠能力應付傳
媒。

Miki仍視Kary為朋友
做了媽媽的楊愛瑾（Miki）笑言很久
沒亮相公開活動，連擠出笑容都感到緊
張，她透露BB差不多有一百天，但會
低調慶祝，留待一歲生日時才慶祝，因
為到時BB才懂得玩。見Miki修身成績
不錯，她坦言仍要努力減磅，距離未分
娩前仍有10磅距離，她說：「怎樣減肥
都好，惟獨不可以節食，所以會多做運
動。」提到她與吳雨霏（Kary）決裂一
事，Miki強調會永遠當對方是朋友，她
說：「我們認識多年，由17歲開始到現
在有15年，報道所說的不要盡信，我們
有聯絡只是不常見面，她是我心目中重
要的人，Cookies是我第一份工作，好
值得珍惜。」

「哎吔老公」伊健恭喜蜜運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

蔡卓妍（Sa）、鄭伊健、楊愛

瑾、陳凱琳等人昨日出席首飾品

牌宣傳活動，被指與「百億麻將

館太子爺」石恆聰（Anthony）拍

拖兩個月的阿Sa，昨晚春風滿臉

示人，又與曾合作演夫妻的伊健

攬攬合照，當伊健取笑她怕有人

嬲怒時，害羞的阿Sa即一掌推開

伊健，場面搞笑。而阿Sa被問到

會否閃婚時，也坦言下一秒發生

什麼她都不知道，會活在當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韓國
男星鄭雨盛、周汶錡、郭秀雲及鄧鉅
明伉儷等，昨晚出席在中環舉行的腕
錶活動，現場有不少粉絲圍觀，他亦
表現友善，對粉絲有求必應。
以嘉賓身份出席開幕儀式的鄭雨盛

現身時，對粉絲有求必應表現親切。
受訪時，被問到有粉絲發現他比以前
清減，他表示之前為了拍電影《鋼鐵
雨》要減磅，都是靠多做運動和均衡
飲食成功減磅。問到他最滿意哪個部
位？他笑指沒有指定哪個部位，仍有
一些不滿意的地方要做運動補救。至
於會否為拍戲騷肌露股？他說：「會
視乎角色需要，自己沒有限制，但不

會為騷肌而騷。」
提到他之前曾透露想結婚，問到他
是否很想成家立室？他笑說：「畢竟
我年紀也不小，但八月仍要拍《人
狼》，所以都要給我時間去考慮成家
事。」曾與全智賢合作拍過劉偉强執
導的《雛菊》，及與楊紫瓊合作拍
《劍雨》的他，表示與劉偉强合作得
好開心，大家仍有聯絡，今次來港前
都有致電對方。很久沒來港的他，透
露落機後去了吃點心。

周汶錡不再買玩具給兒
名模周汶錡（Kathy）今年三月為

法籍老公Julien Lepeu再誕下一名兒

子Avner，日前更為Avner舉行百日
宴，Kathy表示當日只是與親朋食餐
飯。
忙完細仔百日宴，Kathy又將會為

大仔Jacques舉行生日會，問到會送
兒子什麼生日禮物？她說：「多數係
朋友送，自己唔會買，因為有太多玩
具，老公都叫親友唔使送禮物。」
Kathy指有時怕兒子太快玩厭玩具，
就會將玩具收起來，隔一段時間再拿
出來給他玩，他會玩得好開心。

減磅拍戲 來港破功

鄭雨盛抵埗即去吃點心

■鄭雨盛型Look登場。

■鄭雨盛在粉絲的手機上簽名。

■入法庭前，T.O.P讀出道
歉信。 網上圖片

■杜德偉坦言目標三年抱兩。

■■同樣蜜同樣蜜
運中的陳運中的陳
凱琳都笑凱琳都笑
得 相 當得 相 當
甜甜。。

■■ MikiMiki 指指
KaryKary 是她是她
心中重要心中重要
的人的人。。

■洪卓立與湯怡拍住
拖工作。

■阿Sa春風
滿臉示人，更
被伊健取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