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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舒祺牛一 家姐看似沒表示

■衛詩雅對
感情事不敢
作出主動。
作出主動
。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梁靜儀）鍾舒漫
（Sherman）、鍾舒祺
（Sukie）、蘇志威、
陳國邦和妻子羅敏莊
■鍾舒祺(左)嫌棄家姐 （Mimi）及二人女兒
鍾舒漫的錫錫。
陳 禛 昨 日 出 席 《Idol
Junior Season 1》活動， 擔任司儀和表演嘉賓
的 Sukie 昨天生日， 問到家姐 Sherman 有何表
示？Sukie 笑說：「前晚 12 點就等緊家姐第一
個傳訊息給我，但等極都未有， 最後我忍不
住Send句Hello給她，但她都沒反應。」
Sherman 解釋原想拍條片祝賀妹妹，但趕不
及完成，到 12 時半才弄好。問會送什麼禮物
給妹妹？Sherman 說： 「今日都還未完。」
Sukie 透露家姐晚上帶她出去威，「她最鍾意
打邊爐，就約了朋友今晚一齊打，可能會送碟
雞肉給我。」
羅敏莊一家剛由泰國返港， Mimi 透露此行
主要去當地的名牌學府參觀，連老公都大讚。
國邦指學校地方很大：「我未見過一間學校有
自己的湖，可玩水上活動！而且幼稚園、小學
和中學都在同一地方，相信在那兒讀書會有開
心回憶。」 但 Mimi 稱還未知會否為女兒辦理
赴泰國讀書移民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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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德鐘開新食肆 不排除客串下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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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李思
穎）馬德鐘與
太太張筱蘭昨
日為於黃埔投
資的西餐廳主
持開張儀式，
■馬德鐘(左)和妻子(右)新店 到賀圈中好友
開張，莊思敏(中)賞臉到賀。 有莊思敏、向
海嵐、陳山聰、陳爽、黎燕珊等。
馬德鐘繼開日式食肆後，今次再榮升第二間
西餐廳老闆，他表示：「今次投資七位數字，
自己喜歡煮意大利菜，以前都出過書，所以開
西餐廳更有親切感。待餐廳穩定後，我可穿廚
師服煮幾味。」又指新店在裝修上很着重，用
北歐傢俬，都有信心回本，但要再開新店便需
慎重考慮，樣樣親力親為真的很辛苦。今天馬
德鐘便返內地拍劇，之後要拍無綫劇集，到時
店子要麻煩太太幫手。問會否找囝囝馬在驤幫
忙？馬德鐘說：「都希望囝囝體驗社會工作，
可以來掃地執碗，從低做起。（不會讓囝囝像
黎耀祥囝囝般被指炫富？）我一定不行，我都
無，自己仍在奮鬥努力中，希望囝囝都知每樣
事情都要靠努力。」

古仔咀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文釗）由古天

樂、馬麗、衛詩雅、草蜢等人演
出的新片《喵星人》，前晚舉行
慈善首映禮，老闆楊受成、仁愛
堂副主席陳慧玲亦有出席。喵星
人「犀犀利」與古仔先後連走兩

破自己

對於喵星人這位戲中拍檔，古天樂坦
言為扮牠的演員感到辛苦，拍攝時

場，結果扮演「犀犀利」的演員 也一直擔心對方會中暑。之前在內地宣

傳時，也試過在戶外暴曬半小時，又要

熱到暈，要其他人找小型風扇為 跟小朋友玩遊戲，古仔說：「其實他是
他 降 溫 。 古 仔 透 露 在 今 次 電 影 一位默劇演員，因扮得很神似，不能找
中，要經常錫錫女主角馬麗，結
果打破他歷來的拍親吻戲紀錄。

人替代，拍攝時我都擔心自己會中
暑。」女主角馬麗戲中與古仔有親熱
戲， 馬麗笑言還可以，古仔就透露是

導演第一天開工時要求加插，因為要交
代女主角每次發脾氣時，他親吻完對方
就會沒事。結果古仔與馬麗合共錫了 20
次之多！打破古仔拍親吻戲的紀錄。

衛詩雅等男仔做主動
衛詩雅透露戲中視古仔為偶像，一直
瘋狂纏繞對方，又笑稱自己不及古仔受
歡迎，因每逢古仔出現片場，原本與她

玩耍的小演員都離她而去！至於現實中
遇到心儀對象，會否像戲中一樣纏繞對
方？詩雅說：「我從來都不敢，望都不
敢望，只會扮鵪鶉。其實試過給對方暗
示，不過對方都接收不到，所以都是等
男仔做主動。而且現在工作忙到不敢想
感情事，我份人比較慢熱，如果對追求
者沒興趣，連短訊都不會回覆，以免生
誤會。」

■ 何雁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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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詩否認自殺傳聞，
稱和鄭俊弘情未變。

曹永廉讚阿蕭翠如是真愛

也堅

不回應割手問題

何雁詩續穿長袖示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何雁詩自
與鄭俊弘認戀後，有傳她飽受壓力下早前鎅
手割脈自殺。雖然阿詩已否認，但她日前放
上一張背心相到社交網時，百密一疏，被發
現手臂內側位疑有傷痕，以及有除疤貼的相
片爆光。加上近期出席活動時她都以長袖衫
現身，未有力證否定傳聞。昨日阿詩繼續穿
長袖褸遮撐手臂，對於手上有疤痕一事，她
避談不回應，但就強調自己沒自殺。
昨日何雁詩偕王浩信出席商場活動，女
方穿上長袖外套，衫袖長至手心位置，將手
臂保密。其間二人合唱又獨唱，並跟現場歌
迷玩遊戲，看來她的心情不錯。當她被問到
在 社 交 網 上 留 言 「Where do i go from
here？」（何去何從），是否指感情時，她
否認：「完全不是，我是正常人，工作上會
有壓力，要學識在社交平台別再放些不好和
負面情緒的事。」問她是否不會再放露手臂
的相，她即說：「近排會靜一些，少點放相
到社交網，（所以今日也不穿短袖衫？）對
呀，都說了很多次，不想交代太多。（是你
自己放相上網才引來話題！）都明白，我可
以講我無自殺，其他便不回應。（讀者見你
手上疑似傷疤，說你講大話？）不回應，
(那臂上的兩條痕是什麼？）我沒認真睇清
楚，不回應。（是否疤痕？）不答，（短期
內都不穿短袖衫？）可以，我無計劃，隨緣
啦。」
有指吳綺莉女兒年紀輕輕，一樣有勇氣
穿短袖衫露出手上疤痕，阿詩謂：「我是公
眾人物，會小心言行舉止，（少些放相上

■蕭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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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是呀，不想因私人事弄得像博見報，
所以會靜下來。」又指現時情緒狀況 OK，
但有新聞出來又有壓力。問她是否早前約朋
友打邊爐減壓，又與男生拖手離開，她解
釋：「看到覺得匪夷所思，對方是我認識多
年的中學同學，自己對之前拍拖的事都好坦
然，不想有其他事影響朋友。他不是拖我，
是捉住我手臂，就算有任何關係，我出街拍
拖都不會拖手。（之前跟男友鄭俊弘都高調
拖手？）不會再有下次。」

力挺鄭俊弘有工作
有傳鄭俊弘遭公司雪藏，近期甚至像人
間蒸發，阿詩力撐男友：「之前他有拍廣
告，稍後拍 MV，這段時間我們有進修自
己。（你們少了工作？）我就差不多，向來
都不多，加上早前因身體不適辭演劇集，靜
了都很正常，這是自己選擇。（你拖累了男
友？）無得這
樣計，男友情
緒都無問題，
很開心，更經
常彈結他。」
當年鄭中基為
遮住「愛的紋
身」也常穿中
袖衫，記者取
笑阿詩是「鄭
中袖」，她自
嘲笑道：「我
是鄭長袖。」 ■王浩信獲女粉絲攬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田蕊
妮、蕭正楠、曹永廉和何廣沛等昨日到
商場宣傳今晚首播的新劇《超時空男
臣》，眾人分組玩遊戲並測試演技，阿
蕭先向阿田施展英雄救美，事後竟向阿
田索吻；而阿廉就扮苦戀王君馨不成，
朱晨麗向他獻吻時，他又退避三舍，有
艷福都不懂享受。
日前阿廉將好兄弟阿蕭男扮女裝的相
片傳給對方女友黃翠如，令翠如哭笑不
得，笑稱與男友感情亮紅燈！阿廉解
釋：「我希望翠如可以知多些阿蕭，過
到這種風浪感情就會更好。」並揚言仍

有阿蕭不少不堪入目的相片，但要留做
殺手鐧，當阿蕭威脅到他的地位時，才
會使用。問阿蕭有否阿廉的痛腳在手，
他笑道：「他已經這樣子了，還要欺負
他？當扶助他吧。」笑指阿廉是否要拆
散阿蕭和翠如這對戀人，阿廉說：「不
是，見他們感情深厚，是真愛，不是只
愛外表。我也不信翠如會喜歡阿蕭的外
表，這些相片都忍到就是愛。」劇集未
播映，已有網民質疑新劇抄襲韓劇，阿
蕭表示接拍時已聯想到該韓劇，不過強
調內容完全不一樣。阿廉就認為穿越劇
題材都很接近，沒看過韓劇所以不便評

威利曾想棄唱《胸懷大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李龍基、威利同張武孝
（大AL）一連兩晚於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行之「龍威武演
唱會」，前晚獲圈中好友馬浚偉、林利、胡渭康、陳煒
及王俊棠等捧場。一開場「龍威武」即唱出小虎隊的
《伴我啟航》、張學友的《壯志驕陽》等，之後又和胡
渭康、王俊棠抱抱及握手，李龍基還跟胡渭康搞笑說：
「喂，我們唱了你首歌呀！」到唱《Beautiful Sunday》
時，威利同李龍基又落台握手，全場勁High。之後到清
談環節，威利笑住指向台下的薰妮表明，這是自己的舊
情人，是70年前自己的舊愛。
威利介紹自己的無綫經典劇《獵鷹》主題曲《胸懷大
志》時，他說：「原本我
想放棄不唱（指當年），
我唱開英文歌，想推掉
了。點知我飲醉酒，顧嘉
煇打給我，叫我唱《胸懷
大志》，那是顧嘉煇打 ■(左起)大L、威利和李龍基
來，沒理由不唱啦！」
大唱經典金曲。

論。

阿田靠《男臣》走出沉鬱
田蕊妮就不介意新劇被三位男臣搶
鏡，因他們負責搞笑部分。笑問拍攝時
有否 NG 頻頻，她笑道：「我就有很多
三四頁紙的獨白戲，當中有阿廉、阿蕭
加插一兩句，結果阿廉常引人發笑。其
實他自己最忍不到笑，終於明白什麼是
先撩者賤，好彩我都經驗足夠，沒被影
響到。」又稱很開心能接拍此劇，因當
時她剛拍完《迷》就緊接開工，可讓她
從沉重角色中走出來。

王馨平不敢玩「自由式」
香港文匯
報訊（記
者 梁 靜
儀）王馨平
（Linda）
昨日到九龍
灣與過百人
■王馨平昨與百人 的樂團為稍
樂團認真綵排。
後舉行的
「國際電影音樂巡禮」綵排，
並即場唱出《月光愛人》等電
影歌曲。Linda 表示過往也曾與
另外一隊中樂團合作，而今次
難度很高，因她作為流行曲歌
手，多與 Live Band 合作，在台
上的拍子多是跟隨那一刻的感
情或快或慢，很自由的。但今
次便不可，因樂團成員每人都

有個譜，拍子很準，若她自由
發揮就令他們夾不到，所以 Linda 重新翻看歌詞真正的拍子，
幸她以前學過鋼琴，懂看五線
譜，不會丟架。「我們代表流
行樂出來和他們合作，不好意
思（丟架）嘛！」
服裝方面，Linda 透露穿中式
歌衫配合演出，因平時較少機
會穿。問到款式會否中空？她
笑說：「可能令你們失望，我
真是不知大家想我怎樣？說真
的，我自己不介意性感，作為
女藝人站得上台，觀眾當然想
看聲色藝，我都希望可提供出
來。我不可能取悅所有人，有
些人覺得不太好，有時會覺得
無所適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