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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文樂與王棠云拍拖
一年，昨日樂仔宣

佈成為人夫，他昨午突然
在instagram上載婚禮相報
喜，並留言：「在對的時

間，遇到對的人，感謝上天把最好的妳安排在最好的
時候出現，感謝你的出現讓我的世界充滿正能量，充
滿快樂，充滿笑聲，感謝你的純真讓我的世界變得簡
單快樂，在這12個月裡你讓我生命發生了巨大的變
化，感謝你對我的信任，也感恩你把人生的餘下日子
交到我手上，我一定會把幸福帶給你，我一定會好好
的照顧你!I love you!」
樂仔之後回應傳媒表示：「好多謝大家的祝福，很
感恩和開心；終於進入人生另一階段～」
有指Sarah曾向好友透露早前已飛赴歐洲影婚紗
相，本來經理人公司打算派人同行，但Sarah顧慮樂
仔要低調，因此最後決定獨自前往，向公司請假十幾
天。Sarah經理人昨日聞悉結婚消息也坦言
嚇一跳，因女方之前並沒向他們說過。
對於有傳Sarah懷孕？Sarah的好友就
稱沒聽說過她有身孕。

千嬅催樂仔快生B
吳雨霏（Kary）與樂仔曾拍拖9
個月，但可惜最後分手收場，昨
日 Kary 也大方向舊愛送上祝
福，「祝福他們永遠幸福快
樂！」。至於樂仔老闆林建
岳也祝賀道：「恭喜他！」
楊千嬅與樂仔多次合作拍
攝《志明與春嬌》系列電
影，「春嬌」千嬅透過傳媒

恭喜好拍檔：
「好開心，志明

（余文樂）終於要結婚喇！呢個係春嬌
一個衷心嘅祝賀，作為佢朋友我真係好開心，
因為家庭係人生嘅一個新開始，同埋會俾自己嘅生
活好大動力，同埋係新階段，希望志明幸福啦！佢
太太身體健康，咁佢哋快啲可以有小朋友啦，因為
其實佢都好鍾意小朋友嘅，希望佢哋永遠幸福快
樂！好似王子公主咁樣，返嚟一定會同佢慶祝。」
2012年與樂仔合拍《情謎》的舒淇戥好友開心：
「恭喜，恭喜，幸福一輩子喔」此外，陳坤、倪妮、
Angelababy等圈中藝人也透過微博送上祝福。可是，
Baby的留言卻一度消失了，事後她搞笑再度留言
說：「為什麼我的評論不見了，難道以為我是高仿？
還是想說恭喜！」
樂仔結婚消息一出，迅即登上微博熱搜第一位，

「男神」結婚了，新娘不是我，大批「失戀」粉絲一
片哀嚎。樂仔前年跟周冬雨拍攝內地真人騷《我們相
愛吧》而傳緋聞，因此有網民不禁問道「周冬雨怎
麼辦？」，周冬雨微博更因而淪陷，另有網民

就拿樂仔與彭于晏的十多年的兄弟情大
開玩笑，笑指彭已經哭暈在廁所！

香港文匯報訊 恭喜！恭喜！現

年36歲的余文樂昨日宣佈已經迎娶台灣女

星兼「皮帶大王」千金王棠云（Sarah）。據知，

二人是在澳洲墨爾本舉行婚禮，只低調邀至親好友出

席，圈中人只有彭于晏現身見證，保密功夫一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邵
音音（音音姐）昨日到觀塘為奇妙
電視節目《使乜驚 大兩Gen》錄
影，早前被爆患皮膚癌，音音姐謂
近日很多朋友都致電說介紹醫生、
床位給她， 她反而不知哪個是好，
而且她又不是白癡，
明白大家都出於熱
心，但她現在反而要
安慰返朋友，對她來
說是疲勞。
雖然有病，但音音

姐卻很感恩，以前最
怕有不舒服子女就不
讓她拍戲，什麼都不
做得。她說：「可能

係十年後死，或者三日後，但現在
他們知我鍾意飲酒瞓，就會買酒畀
我，放假又會陪我。」
她又憶述當年去美國生仔，醫生

驗到她的皮膚指數有問題，說有機
會難產，所以要她簽紙證明如果她

和BB有事跟他們無關，
但她好開心決定生個仔
出來。她又展示位於左
邊鎖骨的疤痕，又謂原
本個頭還會側埋一邊。
為了護皮膚，她現時除
了不可以曬太陽，也不
能搽有化學成分的物
品，只可用清水和番梘
洗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慶全）顏仟汶與詹秉熙前晚
出席電影《香港大師》首映
禮，顏仟汶表示跟詹秉熙相
識不算太長日子，不過卻很
有緣分，所以考慮上契做兄
妹，而且二人同於12月生
日，可以一起開生日派對。
顏仟汶經常會到詹秉熙家中
「黐餐」，他太太還特別煲
定靚湯給她飲。至於二人從
未合作過，顏仟汶都想跟詹
秉熙同台唱歌或拍戲。
至於聖誕節，顏仟汶表示

將會到西藏拉薩出席美容院
活動，擔心會患上高山症，
因較早前袁潔儀也到過當
地，表示也出現氣促的狀
況，而她平日坐飛機都會頭
痛，所以會事事小心。詹秉
熙在旁笑指送支氧氣筒給
她，到正式上契時就送她金
飯碗，但講明再到他家吃
飯，則要她負責洗碗碟。

王棠云原名王予柔，是全球
最大皮帶工廠亞美集團的總裁
王東生獨生女，家底豐厚。去
年余文樂與王棠云接二連三的
「巧合」約會被爆出，樂仔今
次一反常態，沒有直接否認戀
情，令緋聞更疑幻似真，關係

非比尋常。去年12月，樂仔在
社交網上載親密背影照承認戀
情。自認愛後，二人不用再避
嫌，不時「放閃」，王棠云更
陪樂仔一起觀看籃球賽，成功
融入樂仔的朋友圈中。今年9
月，余文樂到倫敦參加時裝
展，之後留在當地偕家人繼續
旅遊，女友亦同行，樂仔晒出
家族合照，並留言：「Family
time」，看來樂仔已把女友視作
家人看待，而余家亦早已當王
棠云作新抱。及至近日，樂仔
更放風指他與女友「結婚有共
識」，原來是已有結婚計劃。

樂仔感情生活好精彩
盧巧音
樂仔初出道跟比他大7年的盧
巧音合作廣播劇而擦出愛火，但
最終也未能開花結果。

黃依汶
2005年，樂仔認戀黃依汶，但有

傳當年他背黃依汶與女伴遊日本，
致女方提出分手，5年情結束。

吳雨霏
2013年，吳雨霏（Kary）與

樂仔合拍《人非草木》生情，公
開高調拍拖，兩人更被拍得攜手
外遊，可是「樂雨戀」只維持短
短9個月就結束，Kary稱是「因
了解而分開」。

鍾欣潼
2002年，樂仔與阿嬌拍攝電

影《一碌蔗》傳緋聞，翌年的
「勁歌金曲頒獎禮」上，樂仔更
被傳與「情敵」陳冠希狹路相
逢，幾乎大打出手。

周冬雨
樂仔與年輕10歲的周冬雨合

作內地真人騷節目《我們相愛
吧》，不時互動，默契十足，周
冬雨與樂仔更有
私人暗號，
經常在節
目中大喊
樂仔「六
叔」，被
網民看好
視為一對。

阮小儀
這段可算是最搞笑的一段緋

聞，事緣網傳樂仔與小儀公開認
愛，結果連樂仔的媽媽得知後亦
致電樂仔追問，後來樂仔澄清，
並笑言：「小儀如果我過幾年都
找不到對象的話，我們就真的在
一起吧！」

王棠云融入樂仔朋友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張智霖、
周柏豪、連詩雅、鍾浠文、余文樂前緋聞
女友朱韻韻昨晚到香港遊艇會出席舉行遊
艇和跑車發佈會，智霖更首度在豪華遊艇
和跑車前獻唱，素來是愛車之人的智霖望
着眼前跑車時更是目不轉睛，更考慮買遊
艇作為一家人的娛樂消遣。
說到余文樂和王棠云結婚，智霖表示：

「事前不知道，也是剛看到報道，恭喜他
們有另一個新天地和階段，（請新郎哥食
飯？）有機會都會，但我工作已排到明年
2月，今日都好難度期出席活動，（知不
知他們是否雙喜臨門？）不知，我們很少
聯絡，也不認識他太太，（會傳短訊祝賀
他？）有時間都會，我想他收到爆晒
機。」
周柏豪聯同連詩雅和露背上陣的鍾浠文
一起現身，因天氣寒冷，柏豪便除下外套
給鍾浠文保暖，獲女方大讚有風度。說到
樂仔報喜，曾跟樂仔傳不和的柏豪表示於
昨日得知對方喜訊後，已傳短訊送上恭

喜，亦很替對方開心，問到會否相約樂仔
吃飯？他表示不知對方是否在港，自己很
快出發到外地工作，所以已短訊祝賀，男
孩子成家立室，能夠找到自己所愛的人可
以長相廝守，對男仔而言是最大件事，自
己也是結婚僅一年，完全明白他開心的心
情。當問到會否覺得樂仔肯安定下來？柏
豪煞有介事說：「不回應這問題。」他也
不認識對方的太太，只知是台灣人。
樂仔的前緋聞女友朱韻韻是透過社交網得

知對方結婚，她坦言因趕着出來工作，還未
送上祝福，稍後會傳短訊祝賀對方幸福快
樂。她表示和樂仔有時會聯絡，大家是朋
友，但就甚少相約出街，問她有否酸溜溜感
覺？她表示：「沒有，朋友結婚會替他開
心，（你是他舊愛！）不要這樣說，自己不
認識對方的太太，但經常見到他們上載相片
都很甜蜜。（會否催他早日生小朋友？）他
一直很喜歡小朋友，也希望他們生多幾個，
自己都想他找到適合對象，現時都有追求
者，但想這幾年工作為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鄧
麗欣（Stephy）與周秀娜昨晚到觀塘
出席電影活動，分享被男友激嬲的
經歷，Stephy說：「好男仔都做啲好
無厘頭的事，激嬲女友都仲懵盛
盛，唔知我哋講緊咩，我承認女仔
都幾麻煩，唔鍾意將啲嘢講清楚，
但又會怨男朋友唔夠細心，好似有
時叫男友幫手買香口膠，但佢又唔
記得。」
指到余文樂突然宣佈婚訊，Stephy

表示也是睇報道才知道：「多年前
合作過兩套戲，恭喜佢，戥佢非常
開心，我們差唔多同期出道。（同
期出道都結晒婚，會唔會傷心？）
又唔會，每人選擇唔一樣，好大
愛，祝福二人。」 問到身為公眾人
物，公開婚訊較收收埋埋開心？Ste-
phy說：「去到結婚呢個階段冇必要
去隱瞞，呢個年代都唔會因為咁影
響事業。余文樂寫嗰段留言好感
動，在對的時間遇到對的人。」

賀前緋聞男友小登科
朱韻韻稱無酸溜溜

鄧麗欣戥余文樂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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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柏豪周柏豪((左一左一))、、張智霖張智霖((中中))及朱韻韻及朱韻韻((右一右一))向樂仔送上祝福向樂仔送上祝福。。

■■彭于晏彭于晏（（中中））和和

王信凱王信凱（（右右））見證見證

樂仔封盤樂仔封盤。。

■■一對新人甜蜜咀嘴
一對新人甜蜜咀嘴。。

■■「「志明志明」」與與「「春嬌春嬌」」
現實中也各已為人夫人現實中也各已為人夫人
妻妻。。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鄧麗欣鄧麗欣

■■拍拖一年拍拖一年，，余文樂與王棠云開花結果余文樂與王棠云開花結果。。
■■王棠云早已融入樂仔的王棠云早已融入樂仔的
朋友圈中朋友圈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邵音音展示左邊邵音音展示左邊
鎖骨的疤痕鎖骨的疤痕。。

顏仟汶顏仟汶

詹秉熙詹秉熙

周秀娜周秀娜

■■余文樂昨午晒相報喜
余文樂昨午晒相報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好友頻慰病 邵音音覺疲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