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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偉(前左三
)及苗僑偉(前左
四)均向樂仔送
上祝福。

■王棠云發表感受，「最簡單的幸福就是和你一
起快樂的每一天，謝謝你帶給我的幸福和安全
感，也謝謝你準備的這一切一切，給了我這麼夢
幻的一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思穎）曾志偉、黎瑞
恩（小恩子）、苗僑偉和太
太戚美珍、 陳展鵬等昨日到澳

傳余文樂雙喜臨門

志偉讚定性
志偉
讚定性

門出席慈善高爾夫球賽，為殘奧運動員籌款。
被問到余文樂與王棠云結婚，志偉讚余文樂定

志偉被問到樂仔結婚一事時
表示：「當日深夜先知，

黎瑞恩壓力大失眠
黎瑞恩以「香港藝人高爾夫協會」會長
身份現身，她透露已有九個月沒打高爾夫
球。說到明年開演唱會，小恩子謂： 下
月便開始錄音，可能精神壓力之下，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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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失眠。 身邊朋友都為我作心理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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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提醒我初衷是為開心而唱歌， 為何
有這樣大壓力，不過自己一做便很認真，
不知不覺間產生壓力， 好似近日做網上
直播，是希望多些人知道我依然有唱
歌， 可是都好大壓力怕會失準。」
小恩子透露女兒聖誕會回港，計
劃陪女兒去韓國，因女兒想到
韓國報讀韓文，又想學泰
文。

陳寶珠充足睡眠養生

香港文匯報訊 還有2星期就是聖誕節，不少卡
通片提早出爐。本月 14 日，電影《小馬寶莉大電
影》中，紫悅、碧琪、珍奇、雲寶、蘋果嘉兒和
柔柔的小馬，走進大銀幕，除了 6 位主角外，電
影更雲集了世界各地的小馬、天馬、獨角獸，以
及家鄉小馬利亞中各種可愛動物。今次，「主角
6 馬」將會走進色彩繽紛的新世界遇上一班全新
角色，包括狡猾的狂風指揮官 (Tempest Shadow)、跟隨狂風指揮官的貪吃刺蝟阿掘(Grubber)、
時常夢想出外歷險的天星公主
(Princess Skystar)、過度保護女
兒天星公主的母后諾娃女王
(Queen Novo)、愛追求危險刺
激的歷險者首領鸚鵡黑風船長
(Captain Calaeno)、神秘的貓
貓卡珀(Capper)，以及故事中
系列危機的始作俑者，陰險的
巫師風暴王(Storm King)。
香港版找來林嘉欣聲演友誼

公主紫悅，連同蘋果嘉兒（Applejack）、雲寶
（Rainbow Dash）、碧琪（Pinkie Pie）、柔柔
（Fluttershy）和珍奇（Rarity）等「主角6馬」，
與其他公主在家鄉小馬利亞齊集，準備舉辦盛大
的「友情節」。突然，由風暴王帶領的風暴衛兵
從天而降，狂風指揮官(鄭欣宜 聲演) 更揚言要奪
取眾公主的魔法，又在小馬利亞大肆破壞，全城
岌岌可危！紫悅和朋友們被迫離開家園，展開一
段又一段攀山下海的冒險旅程。

■吳若希以黑色
裙打扮到場，更
顯纖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黃翠
如、吳若希、陳凱琳，關楚耀、林珊珊
女兒西瓜（李澄）及野人（李怡）前晚
出席某酒店開幕禮，翠如對於在《Do
姐再 Shopping》節目上經常被農夫以
她和男友蕭正楠來「抽水」取笑，翠如
大方接受，還大讚農夫是「靚抽」，尤
以出自 C 君口裡更搞笑，自問無力還
擊，免得體無完膚。翠如一襲紅色露肩
裙現身，說到經常在節目遭農夫揶揄，
翠如笑指：「現實也是如此，不過好開
心節目收視好，稍後會相約他們和嘟姐
食飯慶功，(農夫經常將你和蕭正楠來
抽水？)抽得好，是靚抽，他們好叻靚
抽，其他人講押韻說話未必很搞笑，但
出自 C 君口中老土得來好潮，他先做
到，(會否反擊？)不會，反擊多一下，
他們會多抽一下，我體無全膚，不過好
開心，上次拍時已跟農夫混熟，大家一
直保持良好關係，這個節目帶給我兩個
好好朋友和好兄弟，嘟姐都好錫我，對
我來說是有賺。」翠如早前透露過有意
讀書進修，她表示一路物色中，樣樣都
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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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欣聲演小馬紫悅展冒險旅程

■黃翠如、陳
凱琳等盛裝出
席活動。

黃翠如任由農夫取笑戀情

所以仍未恭喜他，但很替他高
性、負責任。王棠云昨晚也發表感受：「最簡
興，我覺得是適合時候，是時間
定性， 因他現在事業正是最好時
單的幸福就是和你一起快樂的每一天，謝謝
候，處於上位期。拍完《一念無
你帶給我的幸福和安全感，也謝謝你準
明》後， 好多人問我如何找他拍
備的這一切一切，給了我這麼夢
戲，我親手給他的劇本都不下十個。
加上他有投資做生意，成家後便可專心
幻的一天！」
在事業上。(有傳他是雙喜臨門？)咁好，
咁犀利？證明到他是個負責任的男人，
(樂仔有對你說過嗎？)沒有，我很少見
他，見到或者會講。(有見過王棠云
嗎？) 他收得很密，沒見過，不過以前樂
仔對我說他有拍拖， 我都叫他定下來才
跟我講。後生仔個個都車輪轉， 也不知
哪一個才是，我對個仔都說同一番
話。」
問他兒子曾國祥又會否突然結婚？他即
謂：「最好啦， 男人有個時間會突然定
性，把陋習戒掉，專心工作， 事業成就
便是這幾年斷定出來。」
對於余文樂近日傳出成家立室，苗僑偉
即送上恭喜，又指樂仔終於大個仔。被問
到有傳樂仔雙喜臨門，苗僑偉聞言笑說：
「都是開心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陳寶珠與草蜢昨日
出席海港城「香港血癌基金」聖誕籌款活動，為慈善
基金擔任大使十多年的寶珠姐，分享養生之道要注重
飲食和充足睡眠，每年也有做身體檢查，笑言身體像
機器一樣要檢查和維修，平時她會做大運動量的運動
如跳舞，既可練氣又不會令筋骨硬化。今年聖誕寶珠
姐會留港度過，到時會跟家人朋友吃大餐，兒子楊天
經聖誕後就要到上海做話劇，她就稱不會陪兒子同
行，因為有好新抱陪天經。
同場出席的草蜢，原來入行多年才首次與寶珠姐一
起出席活動，坦言對方是他們的兒時偶像。問到蔡一
智為何缺席，蔡一傑解釋阿智因為發燒要留在家中休
息。聖誕節傑仔稱有一年跟蘇志威去尖沙咀影相，只
顧住擺甫士時不慎跌倒撼穿頭，最後要入院縫針在醫
院過佳節。蘇志威也記得當時他負責影相，笑稱不是
要整蠱傑仔，只是做攝影師很有要求。今年聖誕節他
們就要在綵排中度過，因為稍後要到馬來西亞和美國
舉行巡迴演唱會。

吳若希黑裙顯纖瘦

吳若希以黑色裙打扮到場，更顯纖
瘦，她透露：「這條裙是佗 B 前購買，
現在穿起來更鬆，的磪是瘦了，但不是
湊 B 辛苦所致。」她出席活動前都有考
慮到衣問題，因同場的翠如和陳凱琳
俱是纖瘦一族，站在她們身邊可能會比
併一下，不過吳若希表示：「不會再瘦
下去，反而要增肥，因屋企人嫌我太
瘦，老公無嫌我，只是問我是否營養不
良，提議我服中藥補身。」她在佗 B 期
間推掉了不少工作，現時要重新衝刺搵錢，問她之
前損失多少，她謂：「不能這樣衡量，因 BB 是最
緊 要 ， 錢 是 換 不 到 BB 的 ， 所 以 現 在 要 努 力 賺
錢。」
她之前在電台訪問中透露曾想過墮胎，她解釋：
「因當時跟老公吵架分開，當得知有 BB 時呆一
呆，加上處於事業高峰，那刻會想這個小朋友會否
影響事業，不過這念頭一瞬即逝，其實沒任何事可
以跟小朋友比較，他是世界上最甜蜜負擔。(現在
可有和老公吵架？)沒有，只有我鬧他，他很好會
遷就我，大家都找到適合的相處模式。」

蕭正楠爆曹永廉牌術精
■《小馬寶莉大電影》

印花

高先電影現送出《小馬寶莉
大電影》換票證 10 張予《文
匯報》讀者，有興趣的朋友請剪下文匯報
印花註明「《小馬寶莉大電影》娛樂版」
送飛，連同貼上$1.7 郵票的回郵信封，寄
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 7 號興偉中心 3 樓─
《文匯報》，數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
即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黎
耀祥、曹永廉、蕭正楠及黃浩然前
晚出席《公公出埠》big big channel
麻雀王大賽，四人在麻雀枱上論英
雄，當中以王浩然的「牌齡」最
淺，他透露已有 20 年沒有打牌，而
蕭正楠就會在過年時跟表弟妹打，
皆因表弟妹都結婚，新年會派利是
給自己，所以自己會在麻雀枱上歸
還他們。
說到四人中最大對手？蕭正楠
謂：「我知阿廉打牌多年，但他技
術好，個人無運，等於演技好，但
都無運，哈哈。」黃浩然笑說：

「阿廉通常都係輸，他
的運去了事業那裡。」
繼而蕭正楠大爆阿廉的
婚姻也是打麻雀得回
來，他老婆輸了才嫁給
他。黃浩然笑指：「是
呀，即是找數還債！」
此時，阿廉走過來解
釋：「因為洪天明和太 ■黎耀祥、曹永廉、蕭正楠及黃浩然在麻雀枱上
太由細玩到大，我們是 論英雄。
約打麻雀才認識，以前父母經常在
黎耀祥都滿有信心會贏，他自言
家中開枱，我從細便會頂牌，所以 以前趁父親去飲茶，便和哥哥偷偷
打麻雀說得上是我專長，雖然有小 開枱，有次被父親發現，結果兩兄
朋友後便沒打，但技術仍在。」
弟給打到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