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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港
姐雷莊𠒇 （Juliette）、張寶兒及張
寶欣等前晚一同出席港姐招募活
動，雷莊𠒇 履行完港姐冠軍合約後
將不續約無綫，她表示最捨不得梳
頭和化妝的同事，回味他們常為自
己噓寒問暖。
到7月Juliette便放假回加拿大，8

月再返港支持港姐，假期最開心當
然是可與醫生男友拍拖。為了喜吃
辣的男友，她最近已學懂炮製水煮
魚，給另一半在繁重工作之餘吃好
一點。問到二人是否好事近？Ju-
liette指自己才24歲，還很年輕，連
訂婚亦覺得太早。不過她坦言曾有
談過結婚話題，只是覺得目前事業
較重要。

張寶兒指胞妹可做幕前
同屆的「友誼小姐」張寶欣表
示，是否續約無綫仍在考慮中，畢
竟她性格較害羞，自覺面對傳媒和
鏡頭仍很緊張，甚至怯場。姐姐張

寶兒則覺得胞妹愛扮靚及喜歡美食
的性格，亦適合在幕前發展，只是
人各有志，還是她開心才最重要。
另二人表示參選港姐當前是勇氣行
先，因首輪面試已要穿泳衣在評判
面前對答，這已是項大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
釗）馬浚偉（馬仔）、顏卓
靈（Cherry）、周柏豪等昨
天出席港台太陽計劃活動，
受《宮心計2深宮計》影響
而人氣急升的馬仔，笑言近
日朋友找他都只有兩個目
的，一是訂購舞台劇飛，二
是想他透露《深宮計》劇
情。不過他強調不會劇透，
因會影響觀眾的追看習慣。
對於劇集大受香港和內地

觀眾歡迎，點擊率已突破21
億，馬仔表示仍有11集未播
出，即使共36集轉眼就到尾
聲，之後的劇情也有很多驚
喜。提到周秀娜（娜姐）想
再被馬仔「召入宮」，他
說：「隨時都可以，不過我
要做舞台劇沒時間，之後的
劇集宣傳也做不到，或者可
請她來看舞台劇。」馬仔明
白娜姐因公司與無綫關係鬧

翻，無緣參與宣傳，但大讚
對方是好專業的演員，雖然
古裝經驗少，但事前做足功
課背好對白，遇到不明白時
也會謙虛問人。揚言點擊率
達30億就會晒「床照」的馬
仔，異想天開提議與麥玲玲
拍搞笑前傳，他笑道：「因
網上有人將麥玲玲的樣貌
Key上周秀娜個身，而麥玲
玲又真的很像唐朝美人，我
們可拍一套搞笑版的《唐玄
宗與楊貴妃》。」

顏卓靈考到棍波牌
剛考獲車牌的顏卓靈，表

示因方便拍戲才去考牌，更
挑戰女仔難度考棍波貨Van
牌。她說：「覺得操控波棍
好有型，不過都知塞車時會
大件事，到時一定會阻到其
他車（指死火）。」她表示
已開始物色新車，希望找到

合心水的白色車輛。
笑指 Cherry 揀車跟男友

（白只）一樣要白色，可會
要求男友送她新車或借車給
她？她說：「不用，正式牌
照要下周才拿到，而且他的
車很大部。他知我考到都很
開心，因不用每次都由他開
車。」

雷莊𠒇 衝事業唔嫁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
全）《宮心計2深宮計》一
眾演員包括劉心悠、馬國明
（馬明）、羅霖及康華等昨
天出席義賣活動，談到劇集
於內地高達近21億點擊率，
心悠開心表示早兩日才聽到
是17億，現在跳升得那麼
多，自己的心也在跟着跳
升。心悠得知劇組將舉行慶

功宴並準備大抽獎，她指之
前飯局已有人贊助抽獎，今
次她都打算準備拿現金
$8,888出來抽獎，希望大家
都有好意頭。至於「皇上」
馬浚偉率先發放兒時裸照贈
慶，心悠知對方說過20億會
再公開另一張「裸照」，但
她不會去爭，還是拿獎金出
來大家就最開心。
今次在《宮》劇心悠穿唐

朝宮廷服頗性感，她坦言演
宮女角色常要蹲身行禮又難
打底，確算是性感演出。她
自爆劇集出街後，即有人找
她拍內衣廣告，目前仍在洽
談中：「我都有點受寵若
驚，因我向來保守，今日件
衫有點低，已很性感。自己
入行10年才露背！」問她去
游水又會否穿三點式泳衣？
她說：「從未試過，或者再

過10年吧。我向來是隻烏
龜，只會穿運動型泳衣，我
其實都好運動型呀！」問她
私伙內衣會否有性感，例如
喱士款式？心悠直言有，因
有時襯衫要露些喱士邊位，
這都是方便配搭。

馬明忙到無暇睇世盃
馬明都贊同在慶功宴拿獎

金出來抽獎，至於是否要多
過心悠，他則指看屆時點擊
數字才決定。雖然劇集收視
好，但他正忙拍《白色強
人》及《師9特工》，無暇
去賺外快，甚至忙到連外邊
發生何事也不知，故世界盃
都沒時間看。較喜歡英格蘭
的馬明，指今屆看不出哪隊
有冠軍相，但巴西剛踢得開
始像樣，他表示最重要還是
場波踢得是否好看。

馬浚偉讚麥玲玲 似足楊貴妃

劉心悠認保守 十年後才考慮穿三點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
黎瑞恩（小恩子）前晚起為《流行
經典50年》客串擔任四集嘉賓主
持，她也會獻唱歷年「最受歡迎女
歌星」的金曲，包括梅艷芳、容祖
兒、王菲、甄妮等。她坦言甄妮的
歌最難唱，因對方聲底厚，要練好
氣才可像對方一樣衝高音。
小恩子稱既可做主持、又可唱歌

的工作感到好玩，而且她對舊歌都
很熟悉，也會把握機會推介下月推
出的新碟。「因7月中會出新唱
片，今次先後到台灣、泰國及香港
錄音，足足花了一年時間，覺得幾
好玩就去做。」問現在出新唱片有
否壓力？她笑道：「不會，開心為
主，以我現在的年紀是『時日無
多』，開心是最重要。」
近年專心習畫的朱潔儀難得上音

樂節目，她透露會獻唱當年自己的
歌曲《對手戲》，雖有不少朋友入
場支持，但對她是構成壓力。而她
事前都有練歌，最喜歡是鄧麗君和
王菲的歌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陳山聰和張曦
雯昨天出席多功能手錶
發佈會，有跑步習慣的
山聰指新錶正合他的需
求。
為新劇演出要操肌的
山聰，稱近日跑步量要
減少，由每次跑10公里
起減至5公里，因教練
擔心跑太多反會令肌肉
流失。山聰笑言現在男
藝人比女藝人更難做，
不時要脫衣騷身材，他
與譚俊彥開新劇都沒口
福，每餐只能吃蔬菜。
張曦雯笑言夏天因要
連拍兩劇，沒時間去沙

灘，所以大幅減少上載
泳衣照，但也會去玩潛
水，故只有拍潛水衣給
大家看。雖沒火辣三點
式泳照，但張曦雯透露
公司計劃拉攏她和蔡思
貝一起拍《3日2夜》，
她也期待跟思貝合作，

暫定拍攝地點是很少人
聽過的小島，相信都是
陽光與海灘為主。山聰
亦提到自薦拍《3日 2
夜》卻遭監製「請食檸
檬」的事：「監製叫我
算吧啦，說機會要先留
給女藝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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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蕭正楠（Ed-
win）昨天出席美容大賽
活動，擔任頒獎嘉賓並
分享美容心得，他笑言
夏天要化妝開工，為免
溶妝會用意志叫自己別
要出汗。
Edwin表示男仔不像
女仔那麼着重化妝，他
自己化妝像油漆工人般
快，而女友黃翠如化妝
正常要用一小時，但不

正常時跟自己一樣十分
鐘搞掂。他又稱最着重
條眉，又自爆女友常幫
他畫眉。及後Edwin又
透露8月尾會偕曹永廉
上郵輪開騷，並已改名
為「老廉蕭騷」，Ed-
win笑謂：「阿廉麻煩
點，又暈船浪，要服很
多藥，希望船上醫療設
備好些，不想兩個去一
個返。」又指之前跟阿
廉去橫店拍節目，順道

約在當地拍戲的黎耀祥
（祥仔）吃飯兼慶生，
他說：「祥仔的錢一定
要花在我倆身上，愈花
在我們身上他就愈旺，
阿嫂在場時不用我們埋
單。」

蕭正楠爆翠如化妝慢

陳山聰為操肌減跑步量

■■((左起左起))張寶兒和胞妹張寶欣張寶兒和胞妹張寶欣，，
前晚為無綫宣傳港姐招募活動前晚為無綫宣傳港姐招募活動。。

■■雷莊雷莊𠒇𠒇 下月便回加拿大下月便回加拿大。。

■■馬浚偉馬浚偉((中中))明白周秀娜的處境明白周秀娜的處境。。

■顏卓靈當上了「新牌仔」。

■劉心悠(右)指這條裙對她而言
已算很性感；旁為馬國明。

■■黎瑞恩下月出新碟黎瑞恩下月出新碟。。

■■陳山聰陳山聰((左一左一))最近無啖好食最近無啖好食；；右一為張曦雯右一為張曦雯。。

■■蕭正楠蕭正楠

今年踏上台灣金曲獎紅地毯的藝人超
過80組，主辦單位首次將星光大道

時間提前至下午4時50分舉行，首先登場的蕭
敬騰穿着淺黃色西裝，裡面「真空」露出胸膛，
在紅毯兩側的粉絲尖叫聲不斷，為蕭敬騰
首挑金曲主持大樑加油打氣。
入圍最佳新人獎的閻奕格，昨日帶

同爸爸走紅毯，她認為爸爸就是其幸
運物。而奕格的黑色Low Cut上身配
長褲打扮，型格得來不乏可觀性。

徐若瑄放話明年出新碟
當然，論全場最有「睇頭」的女
星，應當是徐若瑄了，她以黑色短上
衣配搭橙啡色長裙，騷出「事業線」和
少許肚子，可謂女神魅力大爆發。受邀擔任

頒獎嘉賓的徐若瑄，經已許久沒音樂作
品了，當問她何時會帶新作品回歸歌壇
時，她笑說現在要把主力放在電影《人面
魚》宣傳上，並表明來年會推出新專輯，敬請

各界期待。
至於有份角逐最佳「國語專輯」等
獎項的陳奕迅，以一身黑色色調示
人，那個小煲呔尤其搶鏡。
天后歌手「阿妹」張惠妹，帶着
外甥女安那一起現身。MV導演比
爾賈亦不輸蝕，帶同媽媽走紅毯，
問他若是得獎會否在台上向女友
「拉拉」徐佳瑩求婚？他故弄玄虛
說：「見機行事囉。」當記者問到希

望誰得歌后時，比爾賈媽媽說：「私心
希望拉拉得獎。」

香港文匯報訊 第29屆台灣金曲獎昨晚假

台北小巨蛋舉行，而於下午先舉行的紅地毯儀

式則眾星雲集，陳奕迅、徐若瑄和閻奕格等各

自展現亮麗一面，尤其徐若瑄更是有如女神降

臨一樣。而紅毯上不少藝人都帶同爸媽或小孩

一起走，希望能給家人帶來好運。

台灣金曲獎女星展魅力台灣金曲獎女星展魅力

蕭敬騰首當主持蕭敬騰首當主持
粉絲狂叫打氣粉絲狂叫打氣

■■蕭敬騰的粉絲一早在紅毯旁霸蕭敬騰的粉絲一早在紅毯旁霸
位位，，期待目睹偶像風采期待目睹偶像風采。。 中央社中央社

■■閻奕格也閻奕格也
來 騷 騷 香來 騷 騷 香
肩肩。。 中央社中央社

■陳奕迅的全
黑打扮相當玩
味。 中央社

■■悉心打扮亮相金曲獎悉心打扮亮相金曲獎
的徐若瑄的徐若瑄，，是紅地毯上是紅地毯上
最搶鏡的人最搶鏡的人。。 中央社中央社

■■蕭敬騰蕭敬騰((中中))無論在無論在
紅毯抑或舞台上都紅毯抑或舞台上都
魅力十足魅力十足。。 中央社中央社

■張惠妹(右)
和外甥女安那
一起踏紅毯。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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