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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黎姿(現名馬黎珈而、 Gigi)經營的醫學美容中心，
位於九龍首間醫學美容旗艦店昨日舉行慶祝酒會，林保怡、張可頤、張晉、向海

■神秘嘉賓鄭伊健和林曉
峰手持香檳突然出現，令
Gigi十分驚喜。

嵐、伍詠薇及馬浚偉等圈中好友均有現身支持。祝酒儀式時，兩位神秘嘉賓鄭伊
健和林曉峰（阿 Lo）更手持香檳突然出現，令 Gigi 十分驚喜。阿 Lo 搞笑稱他們
起身後在銅鑼灣，之後就來到現場。Gigi 坦言好感動，更謂不要讓她喊。伊
健聞言即說：「不如入去飲嘢啦！」阿 Lo 就笑指有人叫他們掉轉拎
住支香檳，Gigi 就會笑，Gigi 笑笑口說：「家唔係去劈
友。」

■郭可盈也有
到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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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離
對於經營醫學美容中心，Gigi
開娛樂圈十幾年間學到好多，從店

舖裝修、人手管理、會計財務等，學無
止境，希望做到良心企業醫學美容，她
很多謝公司的醫學團隊，令公司成長進
步，亦多謝身邊兩個好重要的人：「第
一個係我細佬（黎嬰），佢開始咗一個
咁大醫學美容平台畀我發揮創造自己的
空間；第二係我老公（馬廷強），畀好
多自由空間我去發展潛能，令我進步到
家更好的 Gigi，成就 CosMax 醫學美
容中心同 Gigi。」她又答謝到場支持的
幕前朋友，雖然自己離開幕前十幾年，
但這份友情沒變過，知道大家百忙中抽
空到場，義不容辭支持。之後 Gigi 又上
前逐一擁抱來賓道謝。

退出幕前友情不變
■ Gigi 多謝老公馬廷
強 ， 畀好多自由空間
佢去發展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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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伊健驚喜現身支持，Gigi 坦言已
多年未有跟伊健見面，反而跟對方的太
太蒙嘉慧（Yoyo）有聯絡，可能自己做

了媽媽要照顧小孩少了見朋友，但友情
沒變。她說：「見到好多幕前朋友支持
我，以往會感動到喊，現在年紀大咗，
會喺心裡面好感動。」對於可會擴充開
分店，她坦言會繼續開，因為是上市公
司會繼續前進，希望做到醫學美容更加
專業，開設更多元化，大家拭目以待。

張晉湊女辛苦但開心
張晉單拖出席，她表示太太蔡少芬
（Ada）因有工作在身未能前來，但自
己不做代表，因他跟馬太私下都是好朋
友，平日大家的女兒都會相約出來。談
到護膚，他笑言認識了太太才識護膚，
太太給他搽什麼就什麼，自己以前連眼
霜及面霜都唔識分，有次他病了睡得不
好，太太給他安眠藥，到翌日叫極他也
不醒，她才知給多了分量，他笑說：
「我過分信任同寵壞佢。」他又稱最近
忙於睇劇本，還未開工，加上女兒又放
暑假，都想多陪家人，日前因太太不在

向海嵐沒聯絡楊婉儀

家，便由他湊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向海嵐昨日出席活動透露近
個女，她們一人攬住
日忙於為舞台劇《 偶然·徐志摩》綵排，她和胡定欣同飾
一隻腳，說最愛是他，
演陸小曼一角，定欣負責香港演出，而她則負責新加
又唔准他上厠所，雖然湊女
坡，她謂排練了個多兩個月，只演兩場有點可惜，
辛苦過返工但都開心。日前
但都樂意去做，因為去年在上海看過該劇，愛上陸
Ada 突然上載懷孕五個月的相片
小曼一角，能在演藝生涯演到此角就滿足，現在
到社交網站，張晉笑問是否嚇親大
夢想成真。問到可要唱崑曲和跳水袖舞？她表
家？他指當時 Ada 大肚手腳樣子都沒
示不用，但對白又長又文縐縐，有很大壓
怎樣變，但都佗得辛苦。問到是否再生
力。
追仔？他即說：「講咗多次，夠喇夠
提到前港姐冠軍楊婉儀（Winnie）因
喇，放過我哋兩個，如果再多一個都唔
財困要用后冠作抵押一事，同是港姐冠
知點算。」
軍出身的向海嵐，表示有睇新聞，但
■向海嵐
沒聯絡對方：「冇聯絡，Winnie 應
該好忙同煩惱緊，（要抵押后冠，會否感可惜？）唔可以
話可惜，抵押后冠好似抵押樓一樣，我睇到新聞，第一
個感覺係原來個后冠咁值錢，當年我當選，公司報獎品
價值，后冠價值 160 幾萬，我放咗喺保險箱內，有年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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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出來製成首飾佩戴，但最終都沒有這樣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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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中好友均有

《一代天嬌》劇本吸引

■許靖韻

「紅線女」風采重現舞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植植）戲曲音樂劇
《一代天嬌》將於 7 月 19-22 日假香港演藝學院
合共演出五場，《一代天嬌》是一部集戲曲、
話劇及電影元素而創作的戲曲音樂劇，由高志
森監製、執導，並由麥嘉（飾馬師曾）、黃百
鳴（飾薛覺先）、國家一級演員蘇春梅（飾紅
線女）等擔綱演出，講述粵劇大師「紅線女」
初出道至晚年的事跡，將其堅毅精神及風采重
現舞台。
在昨日舉行的記者會上，監製高志森聯同演
員麥嘉、黃百鳴、蘇春梅到場出席，而保良局
蔡李惠莉主席、智行基金會主席兼創辦人杜聰
先生、保良局陳細潔顧問、保良局廖偉芬總
理、保良局林承毅總理及保良局何許穎嘉總理
等均有現身支持活動。席上的《一代天嬌》編
劇麥嘉，能編、能導又能演，酷愛粵劇，他認
為這門傳統藝術可以變得好看，因為它很美，
但卻無法吸引年輕觀眾，故花了大量時間去研
究這門藝術；略有心得後，與老拍檔黃百鳴及
高志森開了個「奮鬥房的研究會議」，要把戲
劇之美，用電影的節奏和話劇舞台的魅力，為
觀眾創造一種新的娛樂「戲曲音樂劇」，這就
誕生了《一代天嬌》。
同時黃百鳴亦於台上大讚麥嘉，由他當編
劇，《一代天嬌》自然更富娛樂性，連自己的

《創造 101》順利晉級

許靖韻再成點讚王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節目《創造 101》上周六進
行第三輪專業考核公演。歌手許靖韻（Angela）繼
上次第二輪公演成為「點讚王」後，今次 Angela
再下一城，冧莊「點讚王」！今次第三輪考核係邊
跳邊唱，Angela一組就揀了原創歌曲《別人家的小
孩》，賽前訓練時，導師羅志祥亦都表示呢個舞蹈
完全唔係佢呢組的 style ，因為反差太大。不過正
式公演時，Angela 出乎意料，表現令全場觀眾驚
喜，一身紅色波點西裝造型，加埋強勁的舞步，令
人眼前一亮！最後以組內最高點讚票數冧莊成為
「點讚王」！
就連韓國男團 EXO 前成員兼節目製作人黃子韜
宣佈「誰是點讚王」時，都忍唔住大讚 Angela 跳
得好，「作為 vocal 擔當的許靖韻第一次跳舞！許
靖韻這次是唱跳歌手了！」完全冇諗過成為「點讚
王」的 Angela 即刻呆咗，旁邊組員同佢講咗兩次
「It's real! It's real!」佢先至「回魂」。

■監製高志森及保良局蔡李惠莉主席等現身支持。

■監製高志森聯同演員麥嘉、黃百鳴、蘇春梅
到場出席。
女兒原本拒絕看戲曲最後也被吸引看至完場；
隨後還不忘爆料指麥嘉以前記不住電影對白，
今次要記兩小時的對白，已經大有進步！而蘇
春梅就希望年輕人認識及了解戲曲，笑言「古
董」也可以改變令年輕人喜歡。

李佳芯同爸爸有同款胎記

周國賢否認再做爸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文釗）李克勤、周
國賢和AGA前晚為拉闊音樂會綵排，克勤手持
結他似模似樣，周國賢就玩大提琴，AGA 透露
他們各自都會玩很多樂器和對方的歌，她自己

周國賢

李克勤

AGA

就會第一次騷舞技，克勤即取笑她為何不留給
自己的個人騷，又稱應該找他和周國賢一起
跳，因為以「左麟右李」計，他也算是舞王。
有傳周國賢太太再度懷孕，但周國賢就否認再
做爸爸，他說：「不好了。應該不是，因為我
都幾排除，是幻覺。」笑問他有沒向克勤請教
生仔經，克勤即搶答道：「生仔和生女是不
同，要合指一算計日子，不過都是開玩笑。」
AGA 就笑稱覺得兩位爸爸級歌手很幸福，克勤
就挖苦自己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有苦自己知，
而周國賢更建議AGA應該趁年紀輕，多享受人
生和玩樂，不用過早結婚生兒育女。最後，克
勤補充道：「不過早有早好，快點甩身，遲就
遲些開始，都是上天安排的，控制不了。」

難分真假
唐嫣身穿新電影《歐洲攻略》中「王小姐」的
造型亮相上海杜莎夫人蠟像館。當日，唐嫣的蠟
像入駐上海杜莎夫人蠟像館時尚專區。 圖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李佳芯
（Ali）及羅天宇昨日於
銅鑼灣出席新錶發佈會。
講到父親節將至，Ali 表
示還要為劇集《白色強
人》開工，但也會抽時間
跟家人食飯慶祝並會準備
小禮物給爸爸：「我有諗
過如果買對情侶手錶同爸
爸一齊戴都幾好。（你同
爸爸有冇試過有咩父女
■李佳芯
裝？）我細個喺胸口位置
有個橢圓形嘅胎記，無論形狀同位置都係同爸爸一
模一樣，我唔知爸爸家仲有冇呢個胎記，我係仲
有，呢個係一生一世的父女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