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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朱千雪
昨日穿上白色大露背裝騷玉背出席「時尚
煲呔賽馬日」活動，她更即場品評組合C
Allstar各成員的衣着，大讚花過心思及顯
出品味。千雪坦言平日不會為男友配襯服
飾，只知道男友愛穿西裝和打煲呔，會照
顧得到自己，加上男友向來不會太着重衣
着，連她自己都少悉心打扮，或者因此男
友想與她相襯一點，不過她自覺男生穿西
裝大部分都能顯出紳士風格。
千雪表示過去都出席過一些賽馬活

動，她本身都喜歡騎馬，有次去澳洲拍

旅遊特輯在大草原學會騎馬，當然只是
慢跑並非奔馳，要是有機會都希望再到
當地多玩一趟。千雪有想過拍古裝劇時
可以策騎，但怕會生意外，尤其拍攝時
不能展現驚慌的樣子，要好認真才夠
型，所以對她來說也是一種考驗。
C Allstar目前專注為本月中紅館舉行的

最後一個演唱會排練，On仔被其他成員
爆料已進入狀態不停操肌，至於會否剝
衫騷肌，他們笑指要即興看觀眾反應，
也想多一點互動性，畢竟最後一個演唱
會都想回憶滿載。

朱千雪不為男友配襯服飾

對於做「女一」，嘉欣坦言有點
緊張，但很開心可以跟振朗合

作，令她放下冇壓力。她又透露劇中
要以泳裝示人，已積極收身，雖然早
前學游泳，但進度差希望拍攝時以鏡
頭遷就。劇中嘉欣飾演的「富二代」
與振朗飾演的「宅男」會展開一段愛
情故事，問到二人可有親熱戲？嘉欣
笑說：「未知，張振朗喺劇中唔鍾意
畀人掂到，掂到佢就會有反應。」振
朗笑指一被女仔掂到，拳頭就會硬，
他亦覺得今次的角色很有挑戰性。

心穎女僕造型馬明先過目
黃心穎與裕美、陳婉婷三人齊以女僕

造型示人，心穎透露今次的角色會有多
個職業，包括有KOL、PTGF (兼職女
友)，她笑說：「之前未聽過PTGF呢個
term， 個角色又未去到援交，但只要
掂一吓都要收錢。」問到其女僕造型事
前可有給緋聞男友馬國明過目？她說：
「佢都見到，你們影咁多，呢個角色好
嬌嗲，我個人好粗豪，今次最難係要鍊
住把聲講嘢，自己都有啲驚。（馬明鍾
意你制服造型？）我唔知，你問下

佢。」
心穎謂今次很開心可以跟胡楓（修

哥）合作扮演其孫女，她又自爆認識修
哥已有廿多年，因為她爸爸做中醫，修
哥去過她屋企睇病，當時她正讀幼稚
園，修哥還教過她做功課，令她印象很

深刻，加上大家又同月份生日，在生日
會上會碰面，大家仍記得當年的事，所
以覺得很有緣。提到她早前被拍到獨自
逛街時，扶起仆到的長者，很有愛心，
心穎指這只是人性的做法，沒想到被拍
到。

張振朗新嘗試做宅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龔嘉欣、張振朗、黃心穎、陳智

燊、劉佩玥及胡楓等，昨日到將軍澳電視城出席無綫新劇《堅離

地愛堅離地》造型記者會，首次擔正做男、女主角的張振朗與龔

嘉欣，異口同聲表示今次是事業的新一頁及新開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葉
麗儀將於下月在伊館舉行「Happy 70
演唱會」，昨日她跟香港中樂團一同
進行排練《上海灘》及《What a
Wonderful World》。葉麗儀剛從歐洲
歸來，她表示現仍出現時差，不過開
始排練好開心，昨日綵排第一次聽
《What a Wonderful World》也「毛
管戙」，因曲譜寫得好靚，她記得與
香港中樂團曾於9年前合作過，還在
廣州及香港都有演出過，去年母親節
亦於文化中心演出了4場，她笑說：
「閻惠昌老師還跟我一起過生日，好
感激也好難得，他仍肯找我這個70歲

的女人做演唱會。」
今次在伊館開騷，葉麗儀表示場地

及選曲自由度可以較大，今次有選唱
西班牙歌、重唱觀眾喜歡的《半斤八
両》，想大家享受到好音樂。問會否
加場？她表示暫未知道，若要加場也
是日場。本月 22日葉麗儀便 70大
壽，但她透露將不會大搞，並於日前
跟好友陳潔靈及倫永亮等吃飯慶祝，
也沒吃蛋糕和壽包，至於生日正日則
會跟家人在澳洲悉尼度過，到時跟朋
友吃餐飯，應有蛋糕吃。而到她演出
時，兒子會回來捧場，孫兒們則要開
學專心讀書。

香港文匯報訊 由梁詠琪(Gigi)、李
心潔、許茹芸、楊采妮合力創辦的
「 小黃花慈善教育基金」，已經連
續第5年在港為來自基層家庭的小朋
友舉行暑假活動，今年梁詠琪決定擴
闊「小黃花」 精神到一些迷惘年輕
人身上，希望他們能夠有一技之長，
走回人生正軌。「其實兩年前有邀
請鄭中基同我一齊去社會福利署『屯
門兒童及青少年院』，接觸一班心智
未成熟的青少年， 當知道『救世軍
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都有類似
的服務， 主動接觸一班迷惘的青少
年，我們『小黃花』都想出一分
力。」
年輕人對前途感到迷茫，往往是因

為未找到人生目標，於是Gigi安排他
的卸用髮型師Pius， 到中心接觸這班
年輕人，教他們剪頭髮之餘，同時分
享自己的成長路。
「Pius年輕時也曾經迷失過，正好

可以將自己的經歷，與這班年輕人分
享，同時希望他們對髮型設計會有興
趣，將它發展成為事業。」Gigi說。
除了Pius，Gigi還請來編舞師麥秋成
到中心進行講座。
碌盡人情卡幫助迷惘年輕及基層兒

童，Gigi當然也要親自落場，日前她
便到了「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中心」，舉行一個名為「成就閃亮的
快樂人生」講座，分享自己的成長經
歷。

香港文匯報訊 陳奕迅(Eason)
昨日於北京舉行記招，圈中好
友周杰倫、庚澄慶、李榮浩、孫
燕姿、蔡健雅、楊丞琳及竇靖童
等，除了拍片祝專輯大賣外，更
大爆Eason鮮為人知的小秘密。
周杰倫提到經過《中國新歌聲
2》的緊密合作，大讚Eason是一
個值得深交的朋友。
談到為何於北京舉行發佈會，
Eason說：「咁國語碟喺首都舉
行都好正常，其實香港已經舉行
了發佈會。」他提到早前已為新
專輯到了北京、上海、成都及廣

州大學舉行座談會。Eason笑笑
口說：「11、12號就到麥花臣，
10首新歌就一定唱啦。我已經準
備一堆廣東歌，我都吊癮好
耐。」陳奕迅表示麥花臣對其分
外有意義，他說：「初出道時，
唱片公司於麥花臣戶外舉行小型
音樂會，唱了5首歌酬勞有6千
元。(現時酬勞是否 6 千萬？)
嘩！多謝你咁誇我，一陣稅局搵
我，你陷害我，哈哈！(現在可
有膽量於麥花臣戶外舉行音樂
會？)點解唔敢！喺對面街食住
雪條，篤緊魚蛋都聽得。無所

謂，如果帶到娛樂、開心，畀我
自己屋企地方，係好。」談到如
此記憶猶新，是因酬勞多或是
少。他說：「當時覺得多，5首
歌 6 千蚊，即係千幾蚊 1 首
喎！」

葉麗儀聽《What a Wonderful World》「毛管戙」

梁詠琪碌人情卡幫迷惘青年
陳奕迅憶初入行歌酬低

ViuTV 2018年節目發佈會昨日假九龍
灣展貿舉行，發佈來年的全新節目，出席
發佈會的藝人有陳慧珊(Flora) 、陳啟泰、
麥家琪、陳國邦、徐肇平、陳漢娜、Rub-
berBand、麥嘉欣、王詠珩及麥紫莉等。
會上公佈來年的節目當中，有全新實況娛
樂競技遊戲節目《 Good Night Show》，
送出總值超過1000萬港幣獎金獎品，但公
關表示節目仍在構思中，監製及主持藝人
等仍未落實。而其他節目包括有一系列適
合一家大小的電視節目，包括《 Baby
Rider》、《煮吧！換咗我阿媽2》、《闔
家學術常識問答比賽2》、知性旅遊節目
如《最熟悉的陌生人》、《婚姻五重
奏》；同時亦有破格節目包括《 G-1格鬥
會 II》、《衝三小喪玩星馬泰》、《胖
伴》、《摔角魂》等。
陳慧珊早前與老公鍾家鴻及女兒到尼泊
爾演出《婚姻五重奏》，此行主要去了解
當地兒童的教育。Flora說：「初時搵我們
拍真人騷都有諗一諗，如果講婚姻唔係咁
好，最終可以有好大自由度講自己的故事
就OK，好開心今次自己可以produce件
事，自己初時入行都係做明珠台製作，好
多演員都想有機會自導自演，可以控制到
節目質素同出來的訊息好重要。」她又稱
對幕後工作都好有興趣，現時正埋首寫緊
一個題材關於人生的選擇，希望能夠貢獻
社會，至於節目製作仍在斟洽中。問到跟
老公可有因一起拍節目更了解對方？Flora
笑說：「我們不嬲了解好深，個過程好開

心。」
陳啟泰為節目《有病有真相》擔任主

持，他表示自2002年開始有失眠，當時食
保健食品提神，很有效用好提神，令自己
失眠了十五年，所以呼籲大家如非必需就
唔好食。同時他又以為自己熱氣飲涼茶，
結果比女仔還要怕凍。至於失眠問題近年
已痊癒了八成，每日可睡六至八小時。提
到 ViuTV 推出派錢遊戲節目《 Good
Night Show》，陳啟泰表示事前未有聽
過，要了解一下，但認為香港近年少了送
錢遊戲節目，再做都是好事。

麥家琪爆兒子擔心被打傷
麥家琪早前拍攝《G-1格鬥會II》拍了
一場比賽，令到頸部舊患復發，但也沒有
後悔參與演出，也不覺很辛苦，只是自覺
未發揮得最好，因為她第一次出賽，經驗
不夠，而今次輸了應該沒有復活賽制，雖
然只是打一場比賽，但要付出很多心思，
更因太大壓力以致爆暗瘡。她又爆兒子擔
心她受傷，就跟她說：「你唔好死呀，記
得快點返屋企，加油，記得唔好輸。」跟
一班後生女合作，已為人母的家琪坦言同
一班後生女有些代溝，但都算融入到。說
到她之前不肯與麥紫莉合照，她解釋影了
大合照，冇需要兩個人影。問到是否覺得
對方形象差不想合照？家琪否認說：「唔
係，我們有交流，其實佢好乖，好純品，
可能係朋友害咗佢。」

孖老公女兒尼泊爾拍真人騷

陳慧珊對幕後工作感興趣

■陳奕迅
於北京新
碟 發 佈
會。

■葉麗儀

■朱千雪

■龔嘉欣、張振朗、黃心穎、陳智燊、劉佩玥及胡楓等出席新劇《堅離地愛堅
離地》造型記者會。

■梁詠琪出席講座分享成長
歷程。

■心穎自爆
認識修哥已有
廿多年。

■■裕美裕美、、黃黃
心穎與陳婉婷心穎與陳婉婷
三人齊以女僕三人齊以女僕
造型示人造型示人。。

■■「「富二代富二代」」
龔嘉欣首當龔嘉欣首當「「女女
一一」」和振朗飾演和振朗飾演
的的「「宅男宅男」」會展會展
開一段愛情故開一段愛情故
事事。。

陳啟泰陳啟泰 麥家琪麥家琪

陳慧珊陳慧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