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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陳
瀅與胡子彤昨日出席腕錶活動，陳
瀅記得第一隻錶是爸爸買給她，自
己儲了很多年錢才買到錶，不過手
錶是送給男士的好禮物，亦想買一
隻手錶送爸爸，而過去她有送過手
錶給男朋友，都是看款式不看價
錢。
昨日一眾女模穿比堅尼行騷，陳

瀅只穿單肩裙出席，她笑說：「我
去滑水經常都穿泳衣，在室內沒那
麼free，對着大自然陽光海灘好一
點！」她又表示從來沒有人邀行泳
衣騷：「可能對我沒興趣，我身材
和高度都不合標準！」陳瀅指要是
有客戶要求，她都可以考慮行泳衣
騷，不過她的一件腹肌跟了她20多
年，需要去鍛煉一下，現滑水都能
夠將腳和臀部的線條練得更好。
問她滑水時有否男士在場？她笑

指有賴慰玲和陳嘉寶的老公，不過
最近她很旺桃花，可是全部是爛桃
花：「之前我到過紐約、滿地可和

溫哥華，三個地方都有鬼仔追我，
當然是沒有開花結果，他們都說對
我一見鍾情，但我心想堅定流呀，
而且我又未試過俾鬼仔追，總覺得
鬼妹比我更索，只可能現在人成熟
了，樣子才吸引他們！」陳瀅笑指
當年在加拿大讀書，都只有東南亞
的男生追求她，可能當時她箍牙、
戴眼鏡，皮膚又較黑。

胡子彤臨時頂替郭子豪
昨日活動原本是無綫藝員郭子豪

做嘉賓，但因他受傷由胡子彤頂
替，胡子彤表示也不知詳情，不過
大會的確找得他頗急。而他之前為
參加亞洲杯棒球比賽停工個半月，
八月底又要備戰亞運，之後才可再
投入拍戲，他坦言現運動和工作要
從中取得平衡。至於「飛魚女友」
歐鎧淳，他指對方亦正於高雄集訓
同樣備戰亞運，但她本周六會回
港，當日更是女友爸爸的生日，所
以亦會一起吃飯慶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陳家樂昨日為一
牛奶期間限定店擔任一日
店長，活動上他親餵粉絲
食雪米糍，兼到街頭向市
民派雪糕。家樂笑言從小
是飲該品牌的奶水長大，
因他小時候很百厭又不願
上學，要祖母揹着他到學
校門口才迫於無奈返學，
祖母亦經常以雪糕或牛奶
利誘他返學，他試過為爭
吃雪米糍跟妹妹大打出
手，今次算是滿載了他的

童年回憶。
近期不停接工作，看

來已豬籠入水？家樂笑謂
近來工作量有增長，然而
壓力也相應增加，以致生
理時鐘失衡，更因為煩惱
新片《兄弟班》的宣傳徹
夜難眠。家樂強調自己失
眠非為感情煩惱，畢竟已
成過去，現純粹是工作上
的壓力，他坦言暫時未準
備再迎接新戀情，也覺得
生命中不一定要愛情，現
會想多陪家人。父母有否

催促再拍拖？家樂說：
「沒有呀，家人知我在事
業上經歷了10年低潮，
有叮囑我有機會要好好把
握，專心一意去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毅儀、實習記者 于靜
媛 ） 盧 靖 姍 （Celina
Jade）昨日出席活動，支
持乳癌基金會義賣籌款。
今次Celina是義務出席活
動不收分文，Celina表示
是因為媽媽得胰腺癌，自
己好關注癌症。問到Ce-
lina可擔心遺傳媽媽的癌
症，她說：「擔心，好擔
心。只好勤驗身，早些發
現，勇敢面對，同埋吃得
健康些，多做帶氧運動。
媽媽患病，令我們明白，
只要珍惜每一天，活得開
心就行。」說到做藝人不
時面對壓力，Celina怎去
面對？她表示對於一些不
開心的事，轉個角度去
睇，會看到不同的事。問
到可有叫男朋友韓庚一起
勤驗身？Celina笑言身邊
人個個都有叫。問到可有
計劃結婚？Celina 說：
「結婚順其自然。（會閃
婚嗎？）閃婚要到時先
知，自己是一個沒有計劃
的人，唔好 plan 太多
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羅
蘭、寇鴻萍、莊端兒、黃允材昨日
出席《開心法術》慈善發佈會，現
場有癌症病人分享與病魔戰鬥經
歷，並透過香薰治療帶出正能量。
寇鴻萍和莊端兒都曾經患過情緒

病，前者因1997年與前夫離婚所影
響，寇表示：「由細到大有媽咪和
老公承擔生活細節問題，但離婚後
帶着兩個女兒，很多事要獨力承
擔，一下子有如被巨石壓住心口，
壓力指數爆燈，所以離婚頭半年很
不開心，不想見朋友，整日足不出
戶，經常以淚洗臉，仿似面對茫茫
將來。其實當時財政沒問題，亦有
份穩定工作，只是不慣一個人處理
生活鎖事，幸而有兩個女兒在身
邊，總算捱過這半年艱辛日子。經

此一役，覺得凡事都要行出去，收
埋自己只會令病情加深屈到病。」

莊端兒一度瘦到皮包骨
早前馬清揚透露太太錢慧儀鬧情

緒，有傳兩人婚姻現危機，寇鴻萍
表示跟錢慧儀很相熟：「當年自己
參選港姐也是受錢慧儀影響，當年
我們都是模特兒，她比我早一屆參
加，之後我問她選美有否黑幕，對
方表示沒有，還鼓勵我參選，（她
鬧情緒？）真的嗎？人生經歷的事
很多，如果有需要應尋求醫生處
理，（會否聯絡她？）會試下，以
前我們經常約出來，近年較少見
面，（有傳她婚姻現危機？）我完
全不知道，希望沒事，會祝福
她。」

莊端兒透露：「兩年前面對事業
和愛情都失意，那段時間走進人生
低谷，瘦到皮包骨不足100磅，當
時畏疾忌醫，經常覺得胃痛，最初
以為壓力引致，直至有次吃下很油
膩食物後，嘔到虛脫，辛苦到要由
廁所爬出來，求醫後先知有三粒膽
石。那時情緒出現問題，任何人的
說話都聽不入耳，終日收埋自己，
起床後只會發『吽豆』，不洗臉不
刷牙，媽咪擔心得從澳洲飛返來照
顧我，擔心我會做傻事，自己的確
曾有一剎那自殺念頭，經過媽咪每
日開解傾偈，病情得到好轉，這段
時間亦是跟媽咪關係最好，我好多
謝有過這段經歷，令人加速成長，
再遇到問題時都視作小事看待。」

紅館騷優先票火速售罄

Supper Moment難以置信

擔心遺傳癌病

盧靖姍未計劃結婚
過來人分享情緒病經歷

寇鴻萍欲聯絡錢慧儀予關心

戶外着泳衣感覺free 陳瀅自揭異地多艷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樂隊Supper Moment昨
日到電台宣傳將於十一月首次假紅館舉行的演唱會，雖然
月中才公開售票，但優先訂購火速在三小時內售罄，個唱
反應熱烈，他們興奮得難以置信。他們又指有好多親友打
給他們買飛，但他們的名額都已爆滿，要打去優先訂飛，
可惜最終都買不到。至於歌單和舞台設計，他們表示已有
定案。
他們又透露下月將首次在台北一間live house開專場演

唱會，不少台灣朋友都會前往欣賞，令他們很開心。問到
下次可會在小巨蛋開？他們異口同聲說：「係就好啦！」
早前Supper Moment又去了泰國做商演，去了三日，

也有品嚐當地出名的水門雞飯。

直踩直踩ViuTVViuTV陣地做世盃直播陣地做世盃直播

志偉不排除志偉不排除
將來再合作將來再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全城關注的世界盃決賽

舉行在即，ViuTV前晚直播英格蘭對克

羅地亞準決賽賽事，最爆是當晚「獎門

人」曾志偉亦出現ViuTV！今次志偉亮相成

為話題，立即惹來與ViuTV合作的揣測，問

到志偉與ViuTV是否會有進一步合作 ? 志

偉坦言： 「總有機會嘅！」有網民認

為志偉今次亮相ViuTV，是在向

TVB「挑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楚
貽）劉佩玥（Moon）將於今年
推出首本文字相集《我的微笑之
道》，剖白她28年來的心路歷
程。由構思到製作全程親力親
為，並投資6位數完成她夢想。
Moon自言，這次全程只由包
括她的3人團隊完成。從洛杉磯
到拉斯維加斯到紐約，亦由她一
人擔任司機。旅途中容易遇到變
數，例如拍攝地點出現阻滯，但
卻讓他們遇上了Magic Hour。
Moon表示當時的景象讓她流露
出閃着淚光的微笑，剛好被攝影
師捕捉到：「那是一張我最滿意
的照片，所以我偏心地將它印成
其中一款海報。」

陳家樂壓力大失眠

劉佩玥投資6位數出書圓夢

■劉佩玥

■■志偉前晚參與志偉前晚參與《《Good NightGood Night
ShowShow全民睇波派對全民睇波派對》，》，與林與林
曉峰等人齊齊做節目曉峰等人齊齊做節目。。

■■志偉踩入志偉踩入ViuTVViuTV的直播室的直播室。。

■■孫敬安與太太孫敬安與太太

盧敏儀在俄羅斯盧敏儀在俄羅斯

巧遇楊受成巧遇楊受成。。

■■黃翠如昨日也出黃翠如昨日也出
席足球宣傳活動席足球宣傳活動。。

■■Supper MomentSupper Moment

■■盧靖姍盧靖姍

■陳家樂親餵粉絲食雪
米糍。

■莊端兒直言曾萌輕生
念頭。

■寇鴻萍幸有女兒在身
邊，捱過艱辛日子。

■■昨日一眾女模穿比堅尼行騷昨日一眾女模穿比堅尼行騷，，但陳瀅但陳瀅((右二右二))只穿單肩裙出席只穿單肩裙出席。。

曾志偉前晚參與ViuTV節目《Good Night
Show全民睇波派對》，觀眾見志偉現身

同感意外並尖叫。其後，志偉更直踩入ViuTV直
播室，而且活動上一直談笑風生。
為ViuTV主持節目的林曉峰（阿Lo）與志偉是合

作多年的好拍檔，但他也是節目開始前才知道志偉會
出現，阿Lo說：「我諗鏡頭前都會見到我塊臉『立立
令』，我緊張到滲汗。見到阿爸（志偉）竟然成part稿
都唔記得咗，所以不時要搵位坐低背稿！」志偉見到阿
Lo同樣興奮說：「最想唔到會喺呢度見面，仲一齊做世
界盃，好OK呀！」
昨日志偉以明星足球隊名義拉大隊前往俄羅斯欣賞世
界盃本周日的終極大戰，其他成員尚有羅家英、汪明
荃、許志安、梁漢文、泰迪羅賓、吳國敬、劉浩龍、李
子雄、張兆輝、馬海倫、羅鈞滿、衛志豪、伍偉樂。據

知，今次是ViuTV邀請明星足球隊一眾前往俄羅斯。

黃翠如唔會避忌講足球
而無綫藝人黃翠如與余德丞昨日出席足球宣傳活動，

二人獲世界花式足球冠軍傳授足球技巧，有姿勢有實
際。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正打得火熱，不過有傳沒有轉播
權的無綫禁止旗下藝人提及世界盃，剛巧翠如、余德
丞和司儀麥美恩也是無綫人，難免要講及世盃話題，
翠如表明自己是德國門將紐亞和英格蘭前鋒簡尼的粉
絲。事後問到二人要講足球話題會否尷尬，翠如說：
「我覺得做呢行，就什麼都要睇，無特別需要去避
忌。」
本身也是足球評述員的余德丞，前晚有收看四強大戰

克羅地亞對英格蘭，表示對「獎門人」曾志偉亮相Vi-

uTV感驚訝，不過他就聽英文旁述為主，沒
留意到志偉的招牌式「打和」評述。翠如就稱
剛坐飛機回港，無緣欣賞四強大戰，並抱歉未
能參與陳榮峻和吳香倫的婚禮，她說：「因為我去
了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工作，不過我們一直有聯絡，
他有傳結婚相給我，等他們去完郵輪度蜜月，會
再約吃飯慶祝和補送禮物。」

孫敬安觀戰巧遇楊受成
此外，馬天尼娛樂董事長孫敬安最近趁2018世界盃

決賽周到俄羅斯觀戰，與太太盧敏儀在當地遊覽時巧
遇英皇集團主席楊受成，大家在外地也碰上好開心並
拍照留念；又在私人飛機場再度碰上楊受成主席及英
皇娛樂酒店行政總裁余永焯及余太，大家也相當驚
喜，他們笑言很有緣分再合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