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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賭王何鴻燊女兒何超
蓮斥資七位數開設的台灣麵店昨天開幕，獲媽咪陳婉珍
（三太）親臨支持，弟弟猷啟因航班延誤趕不及回港，
但稍後與姐姐超雲一起到店舖捧場。超蓮坦言前晚為新
店開張緊張到失眠，希望生意愈做愈好；她沒有定下回
本時間。
三太教女兒做生意要勤力，超蓮也對自己有信心。三

太表示有為食譜試味，因她本身對食也有要求，見做得
不好的也會開聲糾正。問到有否送禮賀女兒開店？三太
笑稱應是超蓮送回給她，她也不擔心女兒做生意辛苦，
始終女兒仍後生有體力，只要做得開心便可。

未敢為未來新抱評分
提到兒子猷啟將與女友結婚，三太表示不會不捨兒

子，始終小朋友會長大要組織家庭。問到對未來新抱有
何評價，三太說：「幾多分不敢講，因未深入了解，只
要兒子覺得好就好，他們有自己的想法。」婚禮籌備方
面，超蓮聞言即撒嬌昨日是自己開舖被搶風頭，三太就
稱兒子如有需要她也會幫忙，但相信他會處理得好。

談到兒子Jayden
已升讀小學，

李嘉欣透露作為家長都
要有適應期，她自己像要
讀第二次小學，需要備課。
「老師有時給小朋友的功課都
要家長參與，我亦享受當中過
程，我發覺現在的功課難過以
前。」問到教小朋友時有否衝突，
嘉欣謂：「一定有摩擦，我都好無
奈，希望不要影響到感情。（要找
補習老師？）暫時沒有，但我不懂的
都要找人幫手。」之前復活節假期，
嘉欣與兒子和母親去了大阪賞櫻，大家
都玩得好開心。

知Leon重私隱不騷擾他
提到黎明快做爸爸，嘉欣隨即送上恭
喜：「想不到他踏入人生新階段，非常
恭喜。（有否親自聯絡Leon講恭喜？）
Leon好重私隱，會明白大家都祝福他，
我不想騷擾他。反而之前他助手找我問
其他事時，我順道託對方送上祝福。

（會買定禮物？）不需要買定，但會送
禮物給他。（有否湊B貼士給Leon？）
現時資訊發達，我的已舊，資料不夠
Update。他應該Handle到，有愛就沒問
題。」
嘉欣又透露家中近日飼養了新成員，

那便是一狗一貓，其夫喜歡狗，她和兒
子則喜歡貓。嘉欣有時抱着貓女都會跟
老公說「恭喜你生了個女」，Jayden聽
後便有樣學樣。當問嘉欣會否真的追個
女時，她答謂：「順其自然，覺得和兒
子年齡隔得太遠。其實養小動物都很開
心。」

宋熙年懷孕老公極緊張
懷有身孕的宋熙年穿低胸裙配三吋高

跟鞋現身，她表示：「要尊重場合，不
過落台便會換回平底鞋。要開始購入一
些較低踭的鞋子，比較安全，老公（陳
智燊）超級緊張，可以話是11分緊張，
無論我坐姿、企姿、吃的甚至動作快一
點都大為緊張。因我們第一次有BB，很
多事都不懂，老公以關心角度對待

我。」她在
懷孕初期沒
嘔吐現象，
但 有 些 疲
累，食慾不
振，現情況
好轉，開始
要調理好身
體，食得健
康些。
熙年希望

之後不要太
發福：「現
在是懷孕中
期，要好好
享受這段時
間，正計劃
和老公去澳
洲旅行，把
握生BB前最後一次二人世界外遊。
（已知BB性別？）未知，BB好害羞，
成日遮住，要再做多次掃描才知。其實
男女都無所謂，最緊要BB健康。」

祝福黎明當爸有感囝囝有感囝囝

小一功課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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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欣暫未想追女
李嘉欣暫未想追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大美人」李嘉欣昨天以大使身

份到跑馬地出席「2018愛彼女皇盃」活動，嘉欣提到兒子Jayden已升

讀小一，她指最無奈是在教導小朋友的過程中會產生摩擦，希望不要影響

母子情。提到好友黎明（Leon）快將榮升爹哋，嘉欣送上恭喜，可是因其湊B

貼士已過時，故未能傳授給Leon，但她覺得有「愛」便沒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靜 儀 ） 陳 嘉 寶 （Anjayl-
ia）、蔡穎恩（Evelyn）、
王敏奕（Venus）及袁澧林
昨天在銅鑼灣出席唇膏活
動，以透視裝現身的Anjayl-
ia成功搶鏡。
Evelyn的攝影師男友譚運

佳憑《空手道》提名角逐金
像獎最佳攝影，她大方透露
二人已拍拖五年，對男友首
次獲得提名，她自爆開心到
喊。「收到消息，我們都好
開心。朋友打電話話我知這
消息，當時我在地鐵內喊了
出來，看到很多幕後人員付
出的比幕前更多，希望給他
多點支持。」她指男友不在
港，未知會否出席頒獎禮，
但她都想陪男友出席重要時
刻。她還大讚男友好叻，替
其驕傲，是否得獎都不重
要，希望他可好好享受第一
次提名，因知男友下了很多

苦功。
Evelyn 透露已請男友食

飯慶祝，還送了一部新款
手機給他，用來幫自己影
相。問到拍拖五年可有結
婚打算？Evelyn 帶笑說：
「不知呀，我都有想過，
屋企人都好鍾意他，或者
他已 Plan 了而我不知道
呢 。 （ 男 友 得 獎 就 結
婚？）不知，入圍已很開
心，其他入圍的都是大師，
目標Set到這樣會好驚。不
過都想快點有好消息。」

陳嘉寶用膠紙防走光
另外，人妻Anjaylia昨天
少有地以黑色Bra Top透視
裝現身，十分性感。她指一
身造型是扮演古怪女孩，所
以不敢大笑。問到如此性
感，老公可會詐型？她笑
說：「不會，最緊要型，貼
了一卷膠紙， 慎防有意外

發生。再者又有貼身保鑣，
已做足安全措施。（在家會
否這樣穿？）那不環保，會
Hea點。」又稱近日不停試
了多個造型，希望給大家新
鮮感。

為男友入圍金像獎爆喊

蔡穎恩未知能否嫁得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
梁漢文（Edmond）醉駕罪成獲判
停牌兩年及履行160小時社會服務
令後，昨日首度公開露面，他對
判決告一段落也鬆一口氣，亦為
停牌作準備，已聘司機接載。
Edmond跟林敏驄主持的ViuTV

節目《Good Night Show 全民星
戰》昨日進行錄影，更邀得倪晨
曦擔任嘉賓。問到Edmond是否已
鬆一口氣，在旁的阿驄笑說：
「他錄節目時變回開籠雀。」Ed-
mond承認鬆了一口氣，之後會履
行社會服務令，會被安排一個人
去做些文書工作，預計本月尾或
下月初便開始。當問他太太有否
擔心時，Edmond說：「實有，身
邊朋友都有。總之自己有不對的
地方，要面對件事。」
說到蘇永康寄語他「生性做
人」，Edmond說：「我好生性，
當晚飲完酒已坐的士回家，好清
楚不能駕駛。但以為酒精隔了一
段時間已散去，而且回家後沒飲
水，今次是自己判斷酒精散發快

慢有錯誤。（以後會戒酒？）會
飲少一些，滴酒不沾較難，這說
法不負責任。回內地工作難免要
應酬，我會好好監察自己，不會
再出錯。」
又，倪晨曦被問到有否遭阿驄

整蠱，她表示沒有，反而玩遊戲
時要在一個放了田雞的箱子裡抽
波，阿驄有幫手解圍，對女士都
會照顧。她又透露將與閨蜜同遊
荷蘭、比利時及法國，不過男友
有點擔心，怕她們幾個女生坐火
車會有危險，恐防會遇上扒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羅霖、陸
詩韻、向海嵐、何紫綸等前晚出席博愛董
事局就職晚宴，穿紅色性感晚裝的羅霖自
言有薄紗保護很穩陣，不怕走光，繼而又
自爆家中多了個女兒，原來她跟細仔養了
一隻狗女，兒子承諾會幫手照顧。羅霖已
對兒子講明養寵物是一世的責任，她都覺
得有精神寄託，笑言：「男友會激你，狗
仔不會。何況狗仔得我一個主人，要等我
回家，男朋友的事還是遲些再算。」
說到「美魔女」溫碧霞將推出寫真，羅

霖大讚對方保養得宜，也很期待，但她自

己便沒計劃出寫真，最大機會是出美容
書。她現正洽談一個美容廣告，成事的話
將是最後一次穿泳衣，「酬勞上一定要
高，始終是最後一擊，但不會是天價。」

陸詩韻想40歲前拍寫真
陸詩韻以低胸騷腿現身，她笑言這已是

極限，當問她會否像選美時再以泳裝示人
時，她表示再穿的話要用半年去操弗。
「曾想過在40歲前影一輯健康寫真留念，
早幾年有人主動向我提議過，奈何當時覺
得未是時候，希望事業有點成就才有名目

推出。或者這幾年
內實現，過40歲便
不考慮。」對於溫
碧霞出寫真，詩韻
大讚對方保養得
好，視她為女神。
自言專一的詩韻

又透露：「有朋友
在了解階段，自己和
家人對感情事不着
急，反而身邊朋友心
急想我快點找到另一
半，想我盡快生小朋
友。自己就覺得隨緣
好了。」

最快月尾履行社福令

梁漢文：判斷酒精散發有錯

超蓮食肆開幕
三太不擔心女兒辛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
文釗）李克勤、周國賢和
AGA昨天宣佈於6月12日
舉行一場拉闊音樂會，克勤
特意出動私伙古董車出席記
者會，周國賢和AGA也分
別帶來自己珍藏的古董相機
和結他。克勤笑言難得天氣
合適可開古董車，
因天氣冷或熱、下
雨都不能開。
對於音樂會兩男

一女的「嬲」字組
合，三人笑言希望
到時不用跳舞，克
勤笑指平時他練一
支舞要花三個月，
如三個人都練，音
樂會要延遲到12月
了。曾寫歌給克勤
的AGA開心能跟

對方合作，坦言自有意識起
就聽對方的《月半小夜
曲》，長大練琴也會彈。周
國賢也擔心要唱自己寫給克
勤的歌《龍鬚糖》，因太高
音他唱不來，克勤笑稱自己
唱時也要青筋暴現，只是故
作鎮定。

夥周國賢AGA開騷

李克勤不想跳舞

拍廣告最後一次穿泳衣羅霖要求高酬勞

■梁漢文(右)被林敏驄(左)指錄影
時會變開籠雀；中間為倪晨曦。

■■蔡穎恩蔡穎恩((左左))對男友有份入圍金像獎大表高興對男友有份入圍金像獎大表高興；；旁為陳嘉寶和王敏奕旁為陳嘉寶和王敏奕。。

■■甚少見陳嘉寶甚少見陳嘉寶
會如此性感會如此性感。。

■何猷啟
(左)和賭王
三太(中)齊
撐何超蓮
(右)的台灣
食 店 開
張。

■羅霖(後排右)不會效法溫碧霞出
寫真集。 網上圖片

■陸詩韻(左)的低胸裝甚
有看頭。 網上圖片

■(右二起)李克勤、AGA和周國賢
將於6月攜手開音樂會。

■佗B中的宋熙年出席
活動時仍穿高跟鞋。

■■嘉欣謙稱自己的湊嘉欣謙稱自己的湊BB方方
式過時式過時，，未必適合黎明未必適合黎明。。

■■「「大美人大美人」」
李嘉欣被兒子李嘉欣被兒子
的一年級功課的一年級功課
難倒難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