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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待嫁新娘雨僑、女子組合 Super Girls 成員李靜儀、廖子妤、楊偲泳
昨天出席化妝品牌活動，以 Tube Dress 現身的雨僑正為本月 31 日大婚之日倒數，婚禮於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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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酒店舉行，筵開 18 席宴請親友。準新娘透露籌備過程疲累又開心，因手頭工作忙到
婚禮前幾天才完成，休息不足兼應付婚禮事宜，影響到抵抗力差引致爛嘴
角，她自爆試過有晚戴住眼鏡、拿着電話便睡到天亮，可想而知
真的很疲倦！

忙籌備喜宴 無暇揀婚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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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僑期待羅力威

講愛的宣言
表示婚禮準備工作已進入最後階段
的雨僑，近日開始「炸人」派

帖，她稱很享受入回禮和餅卡的過程。
有日她發現未婚夫羅力威將所有餅卡已
入好，令她感到很不快，為了逗回她開
心，阿威差點把餅卡再抽出來重新入
過。雨僑笑言：「已經『炸晒』公司同
事和老闆，亦已通知一些導演和電影上
合作過的藝人。」
雨僑又謂連婚紗和晚裝都未有時間
試，「我都未揀，應該以輕便為主，方
便走動招呼朋友，絕對不會揀易走光的
裝扮。（期待老公對你講愛的宣言？）
好期待，要提他想一想，都要他在開席
後先講，怕他有排講！（他會現場獻
唱？）之前已送了首歌給我，暫時未定
當日流程，如果興之所至都可以。他是
負責音樂部和康樂部，至於姐妹兄弟團
全是圈外人，當晚只想圈中朋友打扮得
漂漂亮亮來食飯，不想他們太辛苦。」

■李靜儀在巴黎
遇上流血事件。

司機被毆流血嚇親李靜儀

怖的經歷：「在坐車途中，司機途
經一個廣場時，疑因不滿有名年輕
人阻街，遂落車理論，繼而二人便
毆打起來，更由車外打到車內，打到
血流披面。我被嚇呆，一度驚到落了
車，司機更在車尾箱取出士巴拿，最
後年輕人跑掉了。之後司機邊抹血邊
駕車，猶如電影橋段一樣，我就驚過
被人打劫，怕會殃及無辜打埋我，事
件令我很難忘。」不過之後 Heidi 在
當地度過生日，最驚喜遇上落雪，
20多年來也沒試過，感到很開心。
又，廖子妤早前回家鄉馬來西
亞過新年，及為當地一個電影頒
獎禮擔任頒獎嘉賓，大會邀得
李心潔做大使。子妤喜見對
方，更會朝對方做目標，希
望假以時日可被委任做大
使，為自己國家宣
■廖子妤在
傳，或將香港電影
大馬喜遇前
的優點帶給大
輩李心潔。
馬。

李靜儀（Heidi）剛從巴黎出席完時裝
周返港，她透露在當地首次遇上非常恐

許志安大病初癒

太陽高調入伍
向粉絲
「行大禮」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團 BIGBANG 成員太
陽，昨天中午 1 時許現身江原道鐵原郡向第
6 師團青星新兵教育隊報到。太陽作為組合
繼 T.O.P.和 G-DRAGON（GD）後第三人
服役，儘管剪了一頭短髮及戴上口罩，但他
仍和送行粉絲大方打招呼，甚至在入軍營前
跪低行大禮，做法和早前低調入伍的 GD 大
相徑庭；也讓專程來見偶像一面的支持者更
感鼻酸。
以全黑色打扮示人的太陽，即使戴了口
罩但仍可從雙眼看到笑容，心情應很不
錯。據報上月才跟太陽共諧連理的藝人太
太閔孝琳有來送行，而在場來自世界各地
的擁躉紛紛舉起布條，期待他明年 12 月完
成服兵役後重返演藝界。太陽向送行人士

又唱又跳做場好騷

和傳媒做出軍人敬禮手勢，還表
示「我會好好回來的」。而除了太
陽外，同屬 BIGBANG 的大聲也於今
天入伍，儘管他較 GD 等人年輕一歲，然
而大聲希望能和他倆於相近時間服役，才
■太陽向送行歌迷跪低行大
在去年提出自願入伍。
禮。
網上圖片

鄭容和服役七天即消瘦
另 外 ， 不 久 前 才 入 伍 的 另 一 韓 團 CNBLUE 隊長鄭容和，昨天有張近照曝光，雖
然當兵僅是一周，但他顯然消瘦了不少。那
張相是容和跟九位同僚一起拍，他身穿軍裝
頭戴軍帽，很有軍人風範，然而較入伍前為
瘦，或許現在是適應期，他仍要點時間去習
■鄭容和(前排右二)瘦了一個碼。網上圖片
慣軍中生活。

■錢嘉樂湯盈盈為大
女慶生。
女慶生
。 網上圖片

蔡依林下月來港見粉絲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天后蔡依林（Jolin）憑精湛歌
舞技藝及百變造型，活躍於樂壇多年，於大中華地區
深得樂迷歡心。如今 Jolin 特別自拍了短片，宣佈下
月初將訪港出席活動見粉絲，港迷千萬不容錯過。
Jolin能稱霸樂壇多年，絕非單憑運氣，而是經過長
年累月努力付出，不停鑽研演唱及舞蹈技巧，才擁有
今天的地位。下月她會來港出席健康飲品的活動，將
以品牌大使身份亮相，並於街頭與粉絲見面互動。該
品牌非常榮幸能邀請 Jolin 擔任產品代言人，鼓勵每
名香港人以強健體魄，努力向夢想進發。
另外，台灣有公司盜用了 Jolin 的演出後受訪畫
面，消音並改變訪問內容來誤導他人，讓外界誤以
為她是代言人，其經理人公司前晚已發聲明加以澄
清。

■ BIGBANG 成員
太陽昨天正式入
伍。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許志安
演唱會 2018 深圳站」日前假
深圳灣春繭體育館舉行，農
曆年前確診乙型流感的許志
安看來清減了點，令他由開
騷前例牌的節食瘦身變成需
要吃多點，以迅速回復體
力。安仔坦言：「我有
『Show前恐懼』，因表演前
患病會很不開心，覺得對不
起歌迷。我康復後外出都戴
口罩，20幾度都穿外套。」
結果大病初癒的安仔明顯
狀態回勇，他在跳舞 Medley
時換上黑皮褸化身「古惑
仔」，唱跳《友情歲月》，
唱到興起更除掉皮褸，只剩
下胸口有魚網的背心，盡顯
狂野迷人一面。安仔直言很
滿意歌迷當晚表現，簡直是

100 分！此外，安仔特別獻
唱恩師梅艷芳的名曲《親密
愛人》，他指梅姐以往常帶
其去演出，恍如小朋友和觀
眾般在台下學習。「今天在
這裡唱她的歌， 希望她會聽
到，我想她一定會很開
心！」

沈震軒獲邀合唱
至於安仔的師弟沈震軒
（Sammy），則上台獻唱國
語歌《我真的很好》，安仔
在介紹Sammy時指對方劇集
演得好，唱歌也好聽，結果
二人合唱了《讓愛》。及後
Sammy 感動表示：「去年有
幸加入太陽娛樂，今晚能與
師兄同台演出，好像在發
夢，實在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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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震軒(左)對可和安仔 ■ 許志安
在舞台上重新展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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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唱大為高興。

菊梓喬愛外遊找靈感

樂園慶生

香港文匯報訊 藝人夫婦錢嘉樂和湯盈盈育有
一 對 女 兒 Alyssa 與 Kassidy， 前 天 正 值 大 女
Alyssa五歲生日，於是一家四口齊赴主題公園暢
玩，在那兒舉行生日派對，並邀請盈盈好友鍾麗
淇和其他小朋友出席。昨日盈盈把當時的相片放
上 Instagram，可見 Alyssa 穿公主裙並戴上皇冠
和假髮，猶像公主角色的樣子，三人跟扮成公主
的工作人員合照，逗得壽星女非常開心。難怪網
民都讚小女孩打扮靚靚，更紛紛祝她生日快樂。
■(左起
左起))菊梓喬和陳明熹原來相識已久
菊梓喬和陳明熹原來相識已久。
。

香港文匯報訊 菊梓喬（Hana）早
前接受嘉賓主持陳明熹（Jocelyn）邀
請，到新城知訊台節目《勁爆樂勢
力》作節目嘉賓，大談雙方相識經
過。Jocelyn 與 Hana 同是 2016 年女新
人，但原來她們入行前已認識，機緣
巧合下在同一錄音室唱同一首 Demo
歌。在傾談過程中，雙方發現有很多
共同興趣，尤其是搖滾樂，從此變成
朋友。

Hana透露創作歌曲時，會透過各種
畫面來取得靈感，其中一首歌《七
歲》正是取材自兒時與家人吃蛋糕的
情節。同時她很嚮往外遊，吸收更多
不同經歷，聆聽別人的事去刺激創作
靈感。Hana提到有次獨自在英國外遊
時，見一對外籍情侶悠閒地躺在草地
看書，樂也融融，自己卻隻影形單，
靈感再次湧現。她又指正計劃推出第
二張專輯，希望可盡快和樂迷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