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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蕭正楠
（Edwin）、黃翠如、袁偉豪（Ben）、張寶
兒、袁文傑、張潔蓮、羅天宇及湯洛雯（靚
湯）四對情侶，前晚齊到將軍澳一個商場與市
民倒數迎新年，四對情侶又玩食餅乾條遊戲。
其中好事近的袁文傑與女友張潔蓮玩得最投入，
食到嘴對嘴，大晒恩愛。
活動上安排翠如向Edwin送花，Edwin即對女

友笑說：「你跪低先！」翠如說：
「你發夢啦！」之後Edwin上台
獻唱，又叫翠如的Fans要錫她多
些，大冧女友。受訪時翠如表示
還是首次一齊出席倒數活動，過

往大時大節都要分開工
作，「所以要恭喜Ed-
win見到我。」Edwin
就表示幸好不用開工，
並推了很多工作才能
出席，笑問是否減價
都想與女友一起工
作？「買一送一的，
請我出席再送埋翠
如。」去年常傳二人好
事近，新一年又有否結婚
打算？翠如笑指要再看男友
表現。

早前Edwin嘲笑翠如廚藝，連煎蛋都不行，日前
他上載了一張太陽蛋相片到社交網，並留言：「老
懷安慰！」他指隻蛋是女友煎的，並抵死笑說：
「好感慨，好難得，望住隻蛋不捨得食，想鑲起
它！（加好多分？）本來不合格，如今變合格。」
問翠如新一年會否去學烹飪？她笑言可考慮，但根
本不覺自己廚藝差，而她最拿手是四川麻辣撈麵。
Edwin就忍不住笑女友：「我忍了這麼久都不說，
何必講出來給人笑呢？」

袁文傑暗示快娶妻
袁文傑與張潔蓮拍拖將近七年，前晚首以情侶檔

出席倒數活動，活動上文傑更向女友大唱情歌。他
坦言接了活動一段時間，一直都忍口不透露，很開
心酬勞不俗，但又未至於夠支付首期那麼誇張，而
一大半酬勞都交由女友保管。之前曾表示有結婚計
劃的他，被問到新一年會否有好消息宣佈時，他開
心說：「好快可向大家公佈，都不想屋企人等這麼
久，想大家放心。希望農曆新年前有答案。」張潔
蓮表示男友未求婚，都想有個特別的求婚方式。
袁偉豪與張寶兒同樣首以情侶檔出席活動，他承

認酬勞比單獨出席活動為高，而最開心是拍住拖倒
數，收工後不用各自再約。談到新年願望，Ben表
示希望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外，還想置業，問到是
否共築愛巢？「都可這樣說，本身一向隨遇而安，
但今年想再踏實少少、目標清晰少少。以前常投資

浪費金錢和貶值的嗜好上，如車和玩具，寶兒在這
方面（指投資）很有心得，我要學習。她的出現令
我改變不少。」
問到2017年最開心是否認識到寶兒？Ben笑着承
認，又指近兩年有很多轉變，除了工作上觀眾對他
的認定多了外，又常驛馬星動。問是否有結婚計
劃？他坦言未有計劃：「和寶兒暫時關係很好，而
且她的歲數，在工作上都有期望，想專注工作上。
我們很珍惜見面時間。」

湯洛雯甩裙險走光
湯洛雯與羅天宇分別獻唱，而女方唱歌時所穿的

Tube Dress向下滑，令她露出打底的膠紙。事後問
靚湯是否上圍縮水？她說：「我都想瘦，是件衫
鬆，好彩重要部位保得住。」天宇亦替女友感「牙
煙」。問出場前可有幫女友檢查？他即尷尬指因後
台很多人，不方便檢查。

四對情侶同場倒數四對情侶同場倒數

阿蕭讚翠如廚藝有進步阿蕭讚翠如廚藝有進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胡定欣、
田蕊妮（阿田）等前晚到尖沙咀出席《2018
香港除夕倒數》活動，定欣原定與陳展鵬合
唱歌曲，但因展鵬抱恙缺席，最後變成定欣
獨唱。
定欣近日把頭髮剪短以新形象示人，有說

大部分男士都喜歡長髮女生，定欣即說：
「都有男人喜歡女人爽朗型短頭髮，而我中
長度的髮型，可以網羅兩邊市場。」單身多
時的她，坦言2018年希望緣分降臨，有人
追求談談情，不僅只有工作。所以她會抱着
開放態度，順其自然，但不會過分進取。那
麼，擇偶條件要求高嗎？「以我的條件，開
高一點也可以。」

阿田難忘初出道被噓
田蕊妮在活動上表演唱歌，從而令她回想

初出道時被噓的難忘經歷。「當年初入行，
16歲剛參加完歌唱比賽，代表亞視到維園
出席倒數活動。當時是四台聯播，現場有五
萬多觀眾，其他歌手有「四大天王」等，所
以自己一出場便被五萬幾人噓。那刻好驚，
但自覺好堅強沒喊出來，唱完後都聽到些掌
聲，今晚見到很多人，令我憶起20多年前
的事，幸而沒為此事留下陰影。」
當晚阿田帶了家人來看煙花，老公則在家

與友人慶祝。說到新年願望，阿田笑言：
「希望2018年把40年來儲下的錢花光，便
可推動自己再努力工作。哈哈！純粹說笑，
其實最緊要身體健康。」

首以情侶檔出騷的馬國明和黃心穎，前者笑言這樣
酬勞會較高，不過只得心穎獨唱。她笑謂：「合

唱都可以，但酬勞要收貴些，下年啦。」大家笑指講到
下年，證明二人關係深厚，心穎笑咪咪話：「做拍檔都
可以搵真銀。」馬明幫口說：「下年一定得，我們在
《深宮計》劇中是一對。（現實如何？）了解中，繼續
了解中。（拍到你們看兩場戲？）掛住睇戲，無了解
到！（無摸黑拖手？）無呀，好多人，不過不會避忌，
睇戲食飯好正常。」
對於早前有報道指二人分手後仍扮沒事發生，馬明

謂：「劇情要問寫的人，現實情況仍在了解中。」馬明
被問到知否心穎給他多少時間了解時，他顯得尷尬並傻
笑說：「無問過呀。」心穎接着說：「應該是我要看了
解幾耐，目前欠缺對的Timing，要Feel到先。」有指
心穎不乏追求者，她連忙否認：「從2017年和馬國明
（傳出）新聞後，也不覺有其他追求者，相信無人夠膽
出現。（向馬明派定心丸？）無需要，他應對自己有信
心；可能他有好多追求者呢。」

朱智賢「愛狗及烏」
另一對情侶檔謝東閔和朱智賢，前晚以黑白情侶裝

出現，朱朱說：「我們沒襯過衫，可能大家都喜歡穿黑
色衫。」謝東閔指情侶檔一起做活動，酬勞比平時高，
所以不介意再拍住上參與農曆年活動。朱朱笑說：「他
說下次合唱呢，但我高攀不起，因他是『巨星幫』出

身。在唱歌上他有給我意見，自己都有跟
老師學，私下不會約唱歌，通常是大班朋
友唱K。反而會一起放狗，我隻狗好鍾意他
的愛犬。（你又喜不喜歡？）我隻狗喜歡我就
喜歡，不過，牠很怕人，不會睬人，好高
竇。」

李佳芯高歌感緊張
此外，騷腿的李佳芯（Ali）表演唱歌，她坦言緊
張，因自從做手術後已近半年無唱過歌，所以她寧
願拍十場戲好過唱歌。不過今次選擇較穩陣歌曲，
容易控制得到。上次Ali在公開場合演繹《小幸運》
被彈，她笑言：「哪裡跌低，哪裡起身，我會練好
些再戰江湖。現時每天開工12、13小時。（男友陳
炳全有投訴？）怎會，大家好成熟，不是小朋友要
經常見面。」到穿露背裝的陳自瑤（Yoyo）獻唱
《喜歡你》時，大會播錯音樂，之後再唱時她不慎
甩嘴。Yoyo笑言：「諗住瞞天過海，最後大家都
知道。平時唱也沒事，因其間要向觀眾打招呼，
弄到甩Beat。我強調平時不是這樣，今次是意
外。」說到未能跟老公王浩信一起倒數，她
謂：「習慣年年沒一起過，每年都各自要工
作。去年都有一起工作倒數，最好有客戶
邀請我們夫妻檔一齊，工作之餘又可一起
過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馬國明（馬明）與黃心穎、

謝東閔與朱智賢（朱朱），前晚

首次以情侶檔身份出席商場除夕

倒數活動，甜蜜「放閃」迎接

2018年。他們一雙一對受訪，

踏入新一年，馬明繼續以「了解

中」來形容與心穎的關係，當問

到還要了解多久時，他只是尷尬

傻笑；心穎則表態指仍欠缺適合

Timing，二人始終未肯確認情侶

身份。

心穎未肯正名心穎未肯正名
馬明尷尬傻笑馬明尷尬傻笑

與謝東閔朱朱同場與謝東閔朱朱同場「「放閃放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吳千語、何雁
詩、馬貫東等前晚到屯門出席除夕倒數活動，首
次在港出席這類活動的千語更與其他人即場炮製
Cupcake，祝願大家甜甜蜜蜜。
連月來忙於在橫店拍劇的千語，出席完活動後
昨天已飛返橫店繼續開工，她表示希望能在農曆
年前完成。近日盛傳與林峯分手的千語，被問到
是否很久沒見男友？她冷淡說：「自己兩個月沒
返港。（兩個月沒見面？）好似不止兩個月，有
段時間忙到連家人都無時間見。（男友可有探
班？）無呀，大家各有各忙，拍這套劇前要拍網
劇，只有四分一時間在香港。」
至於二人感情是否出現問題，千語沒正面承
認：「間中都有聯絡，因為好忙，知大家一直好
關注，我的新聞不是結婚就是生仔。（現在是分
手？）總之大家別有太多揣測，現在工作對我很
重要，花好多時間在工作上，無時間做其他事。
目前以工作為主。」當問林峯是否仍是其男友，
千語笑謂：「少見，給多點空間我們啦。（大家
努力挽留感情？）順其自然，好多話很難說。」
何雁詩與男友鄭俊弘前晚各自出席倒數活動，
雖未能與男友一起倒數，她坦言在大節日開工賺

錢較重要。
阿詩又指沒
有人要求她
和男友以情
侶檔亮相，
「可能不喜
歡 找 我
們。」
過 去 一

年，阿詩發
生了不少是
非，她坦言
新一年希望
能 遠 離 是
非。「2017
年的確經歷了許多，最初
都是不開心，但慢慢學會
用正面態度面對。最開
心是我的抑鬱症已康
復，雖然還要食藥，
但對我已是好消
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鍾嘉欣前晚出席大埔倒數
活動，並大展歌喉表演。單拖
回港的她透露第一年沒陪囡囡
Kelly過新年，老公最為失望，
因他會放一星期假，所以嘉欣
回加拿大後會和他補祝。
說到新年願望，嘉欣自言人
大了會追求簡單一些，新一年
希望把負面、不開心和失望感

統統除掉，要有正面能量，還
有祝女兒快高長大。有女萬事
足的她透露已為女兒改了中文
名，叫梁愛晨，當中有三個含
意，首先是很多人會封女孩子
做女神，她就是一個女神，是
愛的戰士。另一意思是愛白
天，象徵一個有朝氣的女孩。
最後一個是「玩食字」，是
Love God愛神的意思，由於老
公不懂廣東話，改中文名責任
便落在她的身上，幸得好友黎
諾懿幫手。
早前，嘉欣和囡囡母女檔為

主題公園拍特輯，她笑指囡囡
年紀尚輕，仍不知是什麼一回
事。「我覺得可留下美好回
憶，但不會安排囡囡做童星，
只想讓她有個快樂童年。」嘉
欣亦指外傳她滿約無綫後自組
公司一事，其實未有方向，還
跟無綫在傾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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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嘉欣為女兒改名 包含三個意思

■謝東閔(左)和朱智賢(右)難得以情侶檔
身份出席活動。

■李佳芯稍露長腿，即迷倒
不少男士。

■■馬國明馬國明((左左))還還

未得到心穎的男未得到心穎的男

友身份許可友身份許可。。

■■黃心穎再次享受黃心穎再次享受
如同選港姐的體如同選港姐的體
驗驗，，她開心到咧嘴她開心到咧嘴
而笑而笑。。

■■四對藝人情侶前晚齊齊亮相除夕倒數活動四對藝人情侶前晚齊齊亮相除夕倒數活動。。

■■袁文傑和另一袁文傑和另一

半張潔蓮相信快半張潔蓮相信快

將好事近將好事近。。
■■蕭正楠與女蕭正楠與女
友黃翠如友黃翠如，，常常
在公開活動打在公開活動打
情罵俏情罵俏。。

■■袁偉豪感激去年和袁偉豪感激去年和
張寶兒成為了一對張寶兒成為了一對。。

■■吳千語吳千語

■鍾嘉欣未能與丈夫共慶新年。

未否認戀情出問題 吳千語久未見林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