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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諷男友未夠完美暗諷男友未夠完美？？
李佳芯話最好才貌雙全李佳芯話最好才貌雙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李
佳芯（Ali）、林師傑昨日出席「俄
羅斯足球狂熱」活動啟動禮，二人
更即場對戰互相三碼點球搞熱氣
氛。Ali對本月開鑼的世界盃相當關
注，因是全球盛事，到時一定會
睇，說到今屆世界盃在ViuTV播
放，身為無綫人的她即說：「不一
定要留在家睇，可以出街外的商
場，餐廳、酒樓睇波，成班人一齊
睇會更加開心，但不會去酒吧睇
波，飲了酒的人比較嘈。」
Ali入行前熱捧英格蘭，可是很多

熟悉的球星如碧咸、謝拉特等相繼
退役，慶幸現在仍睇到葡萄牙C朗
及阿根廷美斯等。問她是睇球技，
還是睇靚仔球星？向來跟男友陳炳
銓被形容是現代版「美女與野獸」
的Ali幽默說：「你覺得我好鍾意靚
仔咩？較喜歡平實的人，最好是才
華和外貌取個平衡，唯獨得一樣則
不夠完美，（男友同樣追捧英格
蘭？）我無問他，只知他要做世界

盃節目主持，（會否為睇波而吵
架？）不會，要鬧交的話很多事情
可以鬧，不會為這些而鬧，（會跟
朋友牙骹戰？）會呀，這才是睇波
樂趣，緊張過自己落場踢，不
過 通 常 是 齋 噏 不 賭 博
的。」
而年底跟歐陽巧瑩結

婚的林師傑，他慣常跟
家人一起睇波，不過今年
告別單身，故此打
算相約大班朋友到
餐廳睇波來個告
別單身派對。他
表示曾入籍新
加坡，故18歲時
需在當地當兵，
最難忘當兵時聽
着收音機追世界盃
決賽賽果，他笑
言：「當時生活枯
燥，單是聽到聲音
都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雷莊
𠒇 、楊證樺昨日回電視城出席《六月
星晨》生日會，剛宣佈太太有喜的楊
證樺透露太太情況尚好，今次追第二

胎也是計
劃之內，
因為想有
一個伴給
兩歲半的
兒子。月底
生日的楊證
樺表示太太
有喜是最開
心的生日禮
物 ， 說 ：
「暫時知道
是仔，最重
要是一家人開
心健康。」問

到會否繼續追女時，他表示會順其自
然，今次太太有喜是計劃之內，兩歲
半兒子也知媽咪肚內有弟弟或妹妹，
不過他沒有錫媽咪肚子，反而用口去
咬。楊證樺太太預產期大約在12月
中，他特別多謝《愛．回家》劇組對
太太作出遷就，減少她做較危險的動
作。
早前宣佈會返加拿大發展的港姐冠

軍雷莊𠒇 ，6月13日生日的她表示未
安排當日節目，但已約好一班打排球
隊友吃飯。至於男友有何表示，雷莊
𠒇 稱男友離港前已提早送她珍珠耳
環。問到日前被拍到與男士上酒店約
會，雷莊𠒇 解釋只是與朋友聚會，男
友也認識與她同行的朋友，她表示報
道沒有影響到她和男友，反而怕會影
響到朋友，說：「有時朋友不想被拍
到，希望報道不要寫得太差。」

與一男士上酒店？ 雷莊𠒇 獲男友信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許懷欣（Ry-
an）為其新歌《STARTING LINE》昨日到電
台宣傳，他指新歌走上世紀80年代搖滾曲
風，他還親自設計封面和襟章，而設計圖案源
自父親許冠傑的黃色walkman，當年他也是透
過這部機接觸到各類型的音樂，也包括父親的
歌曲。Ryan表示10月會再出另一首歌，稍後
亦會協助父親與譚詠麟的演唱會，同時會兼顧
創作的工作，從中取得平衡。
提到一對孖仔，Ryan笑言他倆也有音樂天

分，在家會拿他的結他玩，又會拿枕頭來扮打
鼓，所以他已將較貴重的結他放在辦公室。他
指小朋友都有來聽他的Band Show：「他們會
扮插水，看爺爺的騷就會比較冷
靜，之前亦帶過他們到日本
看 Paul McCartney 演
出。」Ryan表示會贊成
小朋友玩音樂，不過先
以學業為重，像自己當
年也是取得大學學位，
父親才准許他入娛樂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吳業坤昨日到
電台宣傳新歌《精裝追女仔》，他透露新歌
MV有親暱和泳裝的場面，但只屬於點到即
止，因為當中要表現性感、大學生及妹妹仔三
種不同風格的日本女生，所以要把每組女生都
照顧到無微不至。
提到MV中只有女生穿泳裝，坤哥為何又吝嗇

不穿泳褲？他笑指不想一次過給大家看光自己，
且這次是賣女神，下次才出賣自己的肉體：「不
過MV點擊過百萬的話，我會在沙灘除衫只穿泳
褲，再約返MV中幾個日本女生出來看，哈
哈！」坤哥冧女招數似乎不少？他還是覺得最重
要是真心，他特別喜歡送DIY禮物，試過讀書
時為取悅女友，特意到毛冷店學織頸巾。
當問到「緋聞女友」薛家

燕下周一娶新抱，坤哥
指他會去飲喜酒，笑他
做了「新老爺」？他
笑謂自己不過是個賓
客，不能開這玩笑，要
是說他跟家燕姐女兒珊
珊倒沒所謂。

許懷欣
贊成孖仔將來玩音樂

MV點擊若過百萬
坤哥笑言會出賣肉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方
力申昨日出席好友李楚洳設計腕錶
系列發佈會，小方與對方是家庭之
間的朋友，又是同年同月出世，挺
是有緣，小方更視之為世侄女，故
此，小方父母都有到場支持。問到
會否對親家？小方即說：「她剛新
婚， 我們全家都有出席婚宴送祝
賀。」
小方自言沒有其他世侄女，但就
準備搵契女，笑指他連女朋友都沒
有就先找契女？他謂這才要找契
女，有女朋友就自己生啦！現時他
有一個契仔：「通常也是朋友提出
上契要求才會考慮，因覺對契仔契
女都要負上責任。」
提到其過氣緋聞女友鍾欣潼
（阿嬌）和老公賴弘國剛度蜜月返
港，他有否送上恭喜？小方臉露尷
尬說：「佢回來又恭喜，豈不是很
多事情都要恭喜！我都有留意佢度
完蜜月回來。」覺得他們很甜蜜
嗎？小方避忌說：「人家的事唔答
啦，（要是邀請你去12月婚宴，會
否出席？）你問咗人哋先啦，唔好
咁多假設性問題，好難答。」
提到新一輯《美女廚房》播出後
負評如潮，作為第一輯主持人的小
方特地捧場看了第一集，因和Bob以
及其他主持都是朋友，他覺得整個
節目好睇，亦見到有很多負面批
評，但始終剛播出第一集不能太快
下判斷。小方承認因當年主持之一
的鄭中基確實被公認是好笑，對方
所拍電影都是一線喜劇演員，他搞
笑成為節目賣點，網民覺得新的幾
位主持不夠口賤？他說：「第一集

很難定斷，（認同你和鄭中基、梁漢文是口賤
一族？）我們三個是好好朋友，自己做完《美
女廚房》後外間都有人質疑我的人格很衰格，
其實本着達到節目效果，我承認確實有負面影
響，給人留下衰格印象，都幾深入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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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仔與定欣獻唱劇
集歌曲時，心姐

以圍巾起舞，並搞笑地與馬
仔跳貼身舞，輪到心穎表演跳
舞，她用圍巾圍着基哥，基哥
即搞笑說：「我姓李，唔係姓
馬。」心穎聞言只懂傻笑。
活動上又公佈劇集首周「七天跨

平台總收視」獲得27.8點，是2018
年首周收視冠軍（截至6月7日），以
及在內地國粵雙語播放量突破9.3億。
馬仔與定欣受訪時，表示有信心很快

可突破10億播放量，他又透露之後的劇
情都幾慘痛，好虐心，加上近兩日天氣
唔好，大家唔好出街，留在家中睇電
視。馬仔笑言已預備好半裸及全裸照，
一過十億播放量就放上網，兌現之前的
承諾，不過他笑指裸照是他未夠一歲時
影的，還要有鴨仔遮住重要部位，又預
告若達20億就上載定欣的裸照，30億
就上載兩人的床照，定欣就反問：
「咁我要拎幾多歲張裸照出嚟？」
近日馬仔與定欣都忙於為快將公演

的舞台劇排練，馬仔指定欣的水袖舞

跳得很好，現場唱崑曲又很有水準，很
開心自己有眼光搵到好拍檔。定欣表示
現在為正式演出時是否唱現場而苦惱，
她當然想唱現場，因大家對她很大期
望，不想令大家失望，她對自己亦有信
心，並笑說：「我對自己都有信心，不
過我唱畀馬仔聽時佢冇反應，可能佢要
求低，不過演出迫近，心情越來越緊
張。」

26日以平常心送別林燕妮
另外，馬仔的好友，才女林燕妮已定於
6月26日舉行喪禮，他表示會抱平常心去
送別好友：「每人都會離開，我哋大家都
係基督徒，對死亡有另一套睇法，大家將
來都會喺天家再見，我遲啲都會去，希望
佢可以同家人團聚。」他表示1996年認
識林燕妮，大家相識超過廿年，在她離開
前都有見面，大家傾了成個鐘，她依然紅
粉緋緋好靚。
黃心穎表示在劇中好冧男友馬國明，更

是他的頭號粉絲，見到他都心心眼，不過
她笑言現實中就還未是頭號粉絲，因有很
多粉絲更愛他，大家有不同的愛。她又透

露劇情會講她被馬明拒絕，問到現實中可
有試過被對方拒絕過？心穎笑說：「現實
就冇乜，我好少畀人拒絕，現實冇劇中咁
誇張，眼裡只有佢，我突登做多咗畀佢，
等佢可以變男神！」說到她與馬明拍該劇
時正傳出緋聞，問到是否因拍劇而愛上對
方？心穎笑而不語，表示太私人的問題唔
答，但承認拍完劇集後感情好了。問到是
否抽離唔到角色？她說：「個角色令我更
珍惜身邊人，（結局同現實一樣Happy
Ending？）個 Ending 好特別、好有意
思，好淒美。」

心穎被爸爸笑花癡
心穎透露與馬明在劇中有咀戲，是她

主動咀對方，在古裝來說已好激。問到
會否相約男友一起睇劇，回味該場咀
戲？心穎笑指男友正忙於拍劇，反而爸
爸有追睇，更會與她討論劇情，他怕個
女現實都是花癡！問到可有討論馬明？
她笑說：「冇，（現實中都係你主動咀
馬明？）大家都會主動嘅。」而訪問期
間，心穎穿的吊帶工人褲突然跌帶，嚇
得她即時走到後台整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馬浚

偉（馬仔），胡定欣，黃心穎，謝雪

心（心姐），韓馬利、羅霖，康華，

張文慈及李龍基（基哥）等，昨日到

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出席《宮心

計2深宮計》「齊心展愛心」活動，與

長者大玩遊戲。《深宮計》國粵雙語

播放量突破9.3億，馬仔笑言已預備好

裸照，一過十億播放量就放上網，又

預告若達20億就上載定欣的裸照，30

億就上載兩人的床照。

■■雷莊雷莊𠒇𠒇 稱男友離港前已稱男友離港前已
提早送她珍珠耳環提早送她珍珠耳環。。

■■楊證樺表示太太有喜是
楊證樺表示太太有喜是自己最開心的生日禮物

自己最開心的生日禮物。。 吳業坤吳業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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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芯一展腳法李佳芯一展腳法。。

■■林師傑今年林師傑今年
告別單身告別單身。。

■■胡定欣與馬浚偉有信心胡定欣與馬浚偉有信心
播放量突破播放量突破1010億億。。

■■《《宮心計宮心計22深宮計深宮計》》首周首周「「七天七天
跨平台總收視跨平台總收視」」獲得獲得2727..88點點。。

■謝雪心孖馬浚偉共舞時超投入。

■黃心穎、胡定欣跟長者齊齊插花。

■■胡定欣大受長者們歡迎胡定欣大受長者們歡迎。。

■■小方與父母到場支持小方與父母到場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