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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趁旅行 閃婚

旅行「閃婚」。

地方度聖誕「補數」，而且十分期待享受二人世界，但揚言不會趁

已計劃同男友去熱帶
嘉穎，偕同家人到日本大阪旅遊，不過 Grace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陳凱琳（ Grace
）「賣甩」男友鄭

■陳凱琳與韓君婷齊出席活動
陳凱琳與韓君婷齊出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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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黃金比例頒獎典禮」，
分享自然美保養方法及選美心
得，穿上金色 Deep V 性感長
裙現身的她，大騷事業線，她
表示：「打扮隆重以尊重場合
所需，媽咪見到我穿這條裙
子，提議以此打扮出席台慶，
不過台慶服裝已經挑選好，前
面是高領，(不夠吸睛？)上次
露過腳，都想在每個場合展露
出不同線條，加上台慶有很多
人好勁， 自己屬於平均，比
較細粒，有人話細粒會輸蝕，
選美時都擔心過高度問題，但
最重要是對自己有信心。，
(男友滿意你身材？)他覺得我
身薄，但最緊要健康，自己無
刻意節食，同媽咪一樣都是偏
瘦。」

一家人遊日好開心

﹁
■陳凱琳早前同家人到日本大阪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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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嘉穎

黃心穎撐馬國明做視帝

場戲她扮女僕，幾個宅男獻吻錫面，感覺都
幾特別。
對於馬國明主演的《降魔的》很受歡迎，
網民紛紛捧他做視帝，心穎大讚馬明戲好，
試過跟他演對手戲感覺他好專業，絕對勝任
做視帝。另《降》劇剛揭盅小儀與金剛是馬
明的親生父母，劇情相當催淚，心穎雖未捧
場但也大概知道劇情，她向來喜看煽情戲，
有時被觸動心靈而哭出眼淚也可釋放自己。

同性會選誰？他笑說：「會揀王浩信，因大
家是老友不會太過尷尬！」龔嘉欣則飾演宅
男上司，她笑說：「與宅男相處過，覺得他
們很好，是暖男才真，被人叫女波士我就會
好開心！」她指之前拍《誇世代》出場好誇
張，要與李佳芯演床上戲又接吻，更一邊演
一邊脫衣服今次拍《堅》片就小兒科得多，
不過這兩天本來要拍落水戲，但因女性周期
不適要改期拍攝。

張振朗扮宅男似自己
張振朗在劇中扮宅男，他自覺性格亦都有
點「宅」，所以現實生活也似自己，喜歡留
在家中甚少外出。問到張振朗演出時若要錫

■張振朗在劇中扮宅男
張振朗在劇中扮宅男，
，他自
覺性格亦都有點「
覺性格亦都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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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自閉兒童母 毛舜筠感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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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嫻以一身金髮少女配以白色
蓬蓬裙打扮現身節目演唱。
蓬蓬裙打扮現身節目演唱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毛舜筠主演
的電影《黃金花》前晚舉行首映禮，好友蔡少芬
（Ada)、陳法蓉及余安安等齊來撐場。毛舜筠於
戲中扮演患有自閉症兒童的母親，演技再受到挑
戰，她坦言演出前曾探訪過這類別的家庭，深感
身為家長的很偉大，要照顧自閉症的子女實非簡
單的事情。毛毛亦感恩自己活在幸福當中，也慶
幸兩位女兒均是健康地成長，即使到現在她們亦
很「黐纏」，時常掛着自己的家，閒來更會陪父
母旅行，她笑說：「這就是生女的好處，其實有
時看到有些小朋友好反叛，我和老公都會去想自

己有沒有經歷過，所以慶幸兩個女好乖！」另毛
毛剛接了新戲，聖誕要到日本開工，她指女兒都
計劃去陪她過聖誕。
蔡少芬與陳法蓉齊來首映禮為毛毛撐場，Ada
透露之前接下電視劇，但因劇本正修改中要延至
明年才開拍，無形中多了假期去跟兩個女兒共
度，故也計劃帶她們去過白色聖誕，現只看老公
能否也安排到時間去休息一下。Ada又指兩個女
兒也頗貪靚，有時會主動幫她去襯衫，逛街時看
到漂亮的東西，即使她不喜歡的，也會叫她買給
她們，待將來長大了才穿着。

■心悠和Doodle齊製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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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嫻化身蒙面唱將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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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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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離地愛堅離地》昨日舉行拜神儀式，演
員黃心穎、張振朗、龔嘉欣、胡楓及劉佩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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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出席。黃心穎於劇中演張振朗性格粗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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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但為做網紅不惜在鏡頭前發姣撒嬌，
她還去女僕 Cafe 兼職和做時租女友，為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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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進取，但所做的事也不算踩界，其中有

﹂

說到她和家人去日本旅行，
有人質疑她享有特權，不用排
隊 Check in，她解釋：「我買
咗 U-BIZ(Business class)，是可
以優先 check in 和登機，很多
航空公司都有這種服務，可能
網民不知道。」她指與家人玩
得好開心，她負責機票和酒
店，爸爸就請他們食飯，最難
得是細佬放到假，他負責帶
路，家姐就要返工未能同行，
已經好耐無一家人去旅行了。
問到為何嘉穎無份去玩，
Grace 笑說：「今次想一家人
去，加上嘉穎有工作在身，不
過我們已計劃聖誕出外旅行，
都好期待。不要送禮物，去旅
行已足夠，最想去熱帶地方，
(你曾經講過想在熱帶地方結
婚？)冬天凍便選熱帶地方，
放心，我不會閃婚。」

陳曉東自組公司接

■陳凱琳預告同嘉穎去熱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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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綜藝節
目《蒙面唱將猜猜猜》最近迎
來了一位歌手，名為「去遊樂
場散步才是正經事」，一身金
髮少女配以白色蓬蓬裙打扮現
身節目演唱，原來是陳慧嫻。
當卸下面具後，獲得全場掌
聲，雖然揭面後代表經已完成
節目的演出，但慧嫻認為這是
一個十分好的體驗：「我唱歌
唱了 30 年，到今時今日，工作
開心和投入最重要。這個節目
的製作團隊十分認真，我覺得
好玩而且可以讓更多人認識陳
慧嫻，並讓大家知道陳慧嫻已
不再是當初 90 年代那個戴着帽
的歌手，而是如今更為摩登、
活潑的面貌。而另一大得着是
認識了很多好朋友。」這次在
節目中，慧嫻與霍尊合唱《後
來》，慧嫻大讚他聲線特別，
自己打從《中國好歌曲》時期
就開始關注這位才華洋溢的年
輕人，慶幸能有這個機會跟他
合作。而除了「行走的鹿由
器」外，慧嫻也極力稱讚「凌
晨四點的北京」這位年輕唱
將，笑言非常欣賞他的才華，
但礙於節目關係，在此就不方
便透露他的真實身份。就今次節目內能
接觸這麼多有才華的年青人，慧嫻感到
很高興，並藉此機會冀望往後會有更多
與唱作新一代合作的機會。
至於談及為何會參加《蒙面唱將猜猜
猜》，慧嫻就坦言，首先這是個與音樂
有關的綜藝節目，她能夠在此認真地唱
歌，滿足到她的聽眾。另一方面，透過
節目的綜藝部分也能夠讓大家知道，慧
嫻不只是一個歌手，她還是一個很率性
的人，在台上展現才藝的時候能盡顯自
己活潑、調皮的一面。

陳凱琳以活動大使身份出
席亞太區首個「MAAT

劉心悠為新劇剪短髮

陳凱琳

同嘉穎聖誕享受二人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劉心悠以紅噹噹打扮出席
商場聖誕活動揭幕禮，更與來
自英國的破格 Pop Art 藝術家
Mr. Doodle合力繪畫咕。
以短髮新形象現身的心悠透
露：「正忙於開劇，與三哥苗
僑偉、黃宗澤合作，剛去完布
拉格取景，現時在深圳拍攝，
之後再到馬來西亞，預計明年
農曆新年前拍完，聖誕應該在
工作中度過。」心悠指剪短頭
髮也是角色需要：「這個角色
比較男仔頭，導演覺得以前造
型太女性化，短頭髮比較容易
說服觀眾，這是我入行後第一
次把頭髮剪短，感覺挺方便，
(會否不捨得？)沒有，頭髮可
以好快生長，終於明白男士們
甚少留長髮，真的很方便，好
快便整理好，短髮後整個人好
爽朗。」
說到首次跟三哥和黃宗澤合
作，心悠笑說：「日前影海
報，他們企在我旁邊如同兩棵
樹，很高大，自覺好渺小，雖
然我造型好男仔頭，但在他們
隔籬我依然是小鳥依人。」

■黃心穎大讚馬
國明戲好，
國明戲好
，絕對
勝任做視帝。
勝任做視帝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陳曉東、湯寶如及薛家燕
等昨日出席廣東網絡電視台發
佈會，陳曉東昨日為湯寶如今
晚舉行的演唱會進行綵排，問
他演出有何爆點？東東笑言尚
未知道，不過他肯定會霸着舞
台不肯離開，因為已經歌癮發
作，他最希望能夠安排到唱其
新歌《亂了星座》，他也以全
新形象拍了 MV。東東近期都
留在香港，即將會為《星光熠
熠耀保良》演出，另外亦會擔
任黎小田紀念演唱會嘉賓，他
表示榮幸地選唱哥哥張國榮的
《我願意》。
至於新工作方面，東東表示
有劇集在接洽中，不過他即將
會自組公司去打理自己的工
作，榮升老闆
身份的東東笑
說：「都是小
規模的老闆，
畢竟入行這麼
多年，對自己
工作上的安排
會有一定的想
法，所以希望
由自己來打
理，明年公司
成立後，將會
是一個新階段
的開始！」

■ 陳曉東將
榮升老闆。
。

莊思敏夢想做魔鬼教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莊
思敏(Jacquelin)昨日出席網絡電視台
發佈會，為其頻道新選秀節目宣
傳 ， Jacquelin 被 邀 做 星 級 形 象 導
師。問到 Jacquelin 小時候的志願是
什麼，她笑道「其實真的沒有想過
要做老師，我反而想做魔鬼教
練。」
其實今次已不是 Jacquelin 第一次
為人導師，不過這一次她負責的部
分更多，主要教授同學們有關化妝
髮型、服裝造型、以及儀態的知
識，亦會在課程當中與同學分享自
己多年來當模特兒和演員的心得，
因為她認為藝人的心理狀態及正確
的價值觀是至關重要的。至於為何
她認為自己是嚴厲的導師，她回應
道「演藝人應該對自己有要求的，
所以我希望我的學生至少要夠勤
力，其他不足都可以惡補。」
Jacquelin 指上次的學生都是香港

人，今次計劃招募所有有興趣從事
演藝事業的華人。今日發佈會後會
正式公開招生，預計農曆新年後開
學。除了當導師外，她還是其中一
位策劃，設計課程、同學的畢業作
品及幫學生爭取演出機會。

■莊思敏與沈震軒齊出席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