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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姑苟姑娘娘宣佈宣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古天樂（古仔）、苟芸慧（苟姑

娘）、謝安琪（Kay）、王君馨、

樂基兒昨日出席香水慈善展覽揭

幕活動，古仔更是廣告男主角，不過古

仔無意做廣告導演，對做MV導演更加

一竅不通，因以前試過拍MV時導演喜

愛摸索不經意效果，令他摸不着頭腦。

而同場的準新娘苟姑娘首次透露婚期，

會於10月19日在上水雙魚河鄉村會所

舉行，正式成為「陸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森美、吳若希、
麥美恩和丁子朗昨日穿日式浴衣出席《森美旅行
團》記者會，四人大跳日本傳統舞蹈，又分享拍
攝趣事，大會現場更播放絕密NG片段，丁子朗
被森美套口風，真情透露嫌棄麥美恩年紀大，十
分搞笑。
多次帶團的森美笑言得知主持拍檔後不想再
拍，說：「舊人只剩下最差的麥美恩，隨便留下
哪一個都比她好；吳若希是人妻又是人媽，每天
工作只會用視像電話見她囡囡；丁子朗既後生又
靚仔過我，連腹肌都像新鮮麵包一樣谷出來。」
宣傳片見森美和丁子朗浸電浴，全裸的森美要用
馬賽克遮蓋重要部位，他笑道：「我都想不到有
咁大浪花，絕對無做後期，也沒有造假。」森美
更稱毛巾以外是丁子朗較大隻，但毛巾以內則是
他稱霸。他說：「其實丁子朗好單純、好陽光，
感覺似同自己個仔去旅行，最嘈就是吳若希，每
日都同囡囡視像電話，又叫老公影囡囡腳板底，
都唔明有乜好影。」

提到因踢波暈倒昏迷送院的
余德丞（Dickson），對方曾表
示因喜歡聽森美做電台節目而
入行，森美說：「最近先和他
一起做《美女廚房》，他還說
要約我踢波，跟住他就踢波出
事，好唔開心，希望大家都支
持他，為他祈禱。」森美透露
有轉載Dickson出事片段給醫
生朋友看，說：「我都想了解
多些情況，回覆可能是中暑，
但當然真實情況就不知，以後
做運動都會多注意身體，不要高估自己的身體機
能，要珍惜自己和身邊人。」

丁子朗被笑血氣方剛
麥美恩和吳若希表示因浴場不招待她們，她們

只能在場外偷看森美和丁子朗，首次與吳若希合
作的丁子朗，大讚此行拍攝十分開心，台前幕後

都很錫他。提到他浸電浴時硬晒，被森美取笑年
輕人血氣方剛，丁子朗笑道：「真的是整個人動
不到硬晒，我和森美大哥很難去比較，這樣才能
凸顯他的偉大。」至於嫌棄麥美恩年紀大是否真
心說話，他解釋道：「當時不知是真的在拍攝，
森美大哥問我如果麥美恩做我女朋友會怎樣，我
只是說除年紀外都很好，其實她真的很好。」

指余德丞曾相約踢波

森美警惕自己注意身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陳豪昨日出席咖啡機活
動，他透露品牌跟自己的咖啡
生意有合作，故此，這次宣傳
說得上雙贏。
談到他經營的咖啡生意，他

開心表示一切穩步上揚，不過
做生意還有很多學問，自己依
然在努力學習中，現在由最初
得兩名員工，到現在有約 20
人，至於籌備近兩年的實體店
快會開業，詳情稍後公佈。陳
豪不諱言到時會在舖頭做生招
牌，歡迎大家合照，他表示仍
會以演藝工作為主，咖啡生意
則如同BB，期待着他長大。
陳豪和余德丞曾在劇集《跨

世代》合作過，對於余突然昏
迷入院，陳豪坦言：「不好意
思，平日很少看電視，也是今
日先知，都很擔心他，希望他
早日康復，覺得他是個不錯的

後生仔，前途無限。（有傳他
可能患心肌炎。）香港好多人
都可能有隱疾，自己也是早兩
年開始健身先更加留意個人身
體狀況，不要以為突然心跳幾
下便沒事，大家必須正視，身
體是我們的本錢。」陳豪覺得
現階段不宜到醫院探望對方，
會在精神上支持他過這一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黎瑞恩（小恩子）昨日在
Hi-Fi展舉行發燒碟《V Touch
感動》分享會，現場更會獻唱兩
首歌，她表示去年出碟時因時間
配合不到，故未能現身Hi-Fi
展，以她所知喇叭都價值幾百
萬，笑言：「上次唱爆玻璃，今
次不知會否唱爆喇叭。」
小恩子自問沒有耐性，很難可

以坐定定聽歌，是以對家中音響
不會太講究，她反而喜歡在車上
聽歌，所以車上的音響不錯。問
她聽歌揸車，會否車手上身，她
笑言：「我本身已是車手，通常
好天便聽快歌，落雨天感覺較悲
傷便會聽慢歌，好似着衫配襯一

樣。不過我多數聽別人的歌，很
少重溫自己的歌曲，錄音時覺得
滿意，之後再聽會發覺很多不足
之處，我經常錄完歌都覺得不是
最好，搞到監製和錄音師頭都
暈，記得初入行錄《發誓》這首
歌，用了13小時先完成，錄到通
宵，阿媽以為不見了個女，便來
錄音室找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區
瑞強、劉美娟和老公張崇德、張崇
基、毛俊輝胡美儀夫婦、 陳明恩等
前晚出席香港國際結他嘉年華開幕
禮，他們特意來支持結他好友Jacky
Lau，區瑞強自言對方如像自己年輕
時的影子，很欣賞他推動結他藝
術，稍後更會合作推出Hi-Fi 結他
碟，「他彈結他比我更好，所以會
由他彈，我負責唱。」
區瑞強直言：「這張碟不怕蝕，

我有心理準備一定蝕，既然預了蝕
便不會失望，賺到錢就更加開心，
今次已預好蝕多少。不過我最大強
項是蝕得起，由於我是資深製作

人，擁有唱片公司和錄音室，自己
唱歌亦不收酬勞，所以蝕得起，比
起外人便蝕少很多，自己抱着把結
他音樂藝術帶去更多地方。」現時
新專輯已完成了三分二，尚欠後期
工作，今年內應該可以推出， 他笑
言：「唔急嘅，唔想太快蝕錢，哈
哈。」
張崇德和劉美娟大讚好友是出色

結他大師，劉美娟講出跟對方的淵
源：「我身為音樂人老婆，對音樂
會有要求， 有日老公帶Jacky的CD
返家，自已很少重複地聽，卻真的
被他的音樂打動，大家認識之後，
先知他是聽我老公的歌大，彼此一

見如故，老公在2015年演唱會都有
邀他演出。」問到他們會否找對方
教彈結他，劉美娟即說：「好難
學。」崇德都表示太難學不來，並
透露今年11月演唱會，會再與對方
一齊演出，希望帶出新火花。

預告出Hi-Fi結他碟 區瑞強：蝕得起

咖啡實體店快開業
陳豪將落舖吸客

黎瑞恩錄歌搞到監製頭都暈

香港文匯報訊現年28歲的無綫
電視藝員余德丞（Dickson），日
前踢波期間身體不適突然暈倒昏
迷送院搶救，病情令人關注，昨
晚余媽媽終於公佈好消息，透露
Dickson已經跨過難關，初步甦
醒。
余媽媽昨晚向傳媒表示：「感

激瑪麗醫院上下對Dickson 悉心
照料。同時，連日來感謝媒體，
Dickson好友朋友們，影迷等對
Dickson 關心及祝福，大家辛苦
了。作為Dickson 家人，得到這
樣支持，非常感動。今天傳來醫
生的好消息，Dickson已經跨過難
關，初步甦醒，邁向康復最重要
的一大步。目前Dickson須聽從配
合醫生指示接受治療，我們也須
要跟從醫院建議，避免 Dickson
和在ICU內其他病人受到額外感
染，令病情惡化，所以現階段無
法接待大家探訪。情非得已，希
望愛錫Dickson的各界好友明白體
諒，多多包容。等日後Dickson
能康復痊癒，才跟大家見面。我
兒 Dickson 一向有非常正面能
量，鬥心頑強，一定會再跟大家
見面。多謝大家祝福。」

女友捱轟袁偉豪留言維護
而連日來，多位與Dickson關

係友好的藝人們紛紛為他打氣，
可是張寶兒卻因為上載一張黑白
照片捱轟，事後張寶兒火速刪除
照片，並作出解釋，她稱：「當
然不能鋪黑白照！只是在draft裡
照片改了顏色，鋪後才發現它還
儲存着一個月前的顏色設定。發
現問題後已經9秒9刪除並重新設
定」，她又表示：「希望大家不
要誤會，衷心祝福，最重要人要
平安」。但仍有網民不接受繼續
怒罵，其男友袁偉豪見狀留言護
花，表示「相信大家都攰啦！若
然想繼續發表的話，到 benon-
theroad 留下你們的意見好歡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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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月月1919日日
五五位嘉賓各自設計香水瓶做善位嘉賓各自設計香水瓶做善

事事，，問古仔會否嘗試做廣告導問古仔會否嘗試做廣告導
演演？？他表示他表示：「：「做導演是一門學問做導演是一門學問，，
要做的話需好好休息要做的話需好好休息，，暫停所有工作暫停所有工作
專心寫劇本專心寫劇本，，每個廣告都有自己每個廣告都有自己
ideaidea，，我有時在現場都會同導演傾我有時在現場都會同導演傾
下下。」。」說到執導說到執導MVMV，，他謂他謂：「：「我唔我唔
識拍識拍，，有故事性還可以有故事性還可以，，純景像便不純景像便不
懂拍懂拍，，我以前拍我以前拍MVMV，，有些動作是不有些動作是不
願意做願意做，，往往導演就是喜歡不經意動往往導演就是喜歡不經意動
作作，，有時都唔知佢哋想點有時都唔知佢哋想點。」。」
經常低調行善的他經常低調行善的他，，被問到會否成被問到會否成
立慈善助學基金立慈善助學基金，，古仔謂古仔謂：「：「向來對向來對
做善事都不想透露太多做善事都不想透露太多，，總之有能力總之有能力
便盡量去幫人便盡量去幫人，，最緊要幫到人最緊要幫到人。」。」
快為人妻的苟姑娘將自己婚禮的標快為人妻的苟姑娘將自己婚禮的標

誌印在設計的香水瓶上誌印在設計的香水瓶上，，希望將幸福希望將幸福
帶給所有人帶給所有人，，問她和未婚夫陸漢洋的問她和未婚夫陸漢洋的
婚禮籌備進展婚禮籌備進展，， 她透露她透露：「：「已定於已定於
今年今年1010月月1919日於上水雙魚河鄉村會日於上水雙魚河鄉村會
所簽字註冊結婚所簽字註冊結婚，，男友思想傳統男友思想傳統，，所所
以有睇通勝擇吉日以有睇通勝擇吉日。。當日宜嫁娶當日宜嫁娶，，當當
日會宴請日會宴請200200位親友位親友，，主要是工作上主要是工作上
同事和朋友同事和朋友，，另一日招待長輩親戚為另一日招待長輩親戚為
主主，，暫時未定日子暫時未定日子，，婚宴分兩日進婚宴分兩日進
行行，，因不想太過緊迫因不想太過緊迫，，希望可以同每希望可以同每

位來賓傾偈講祝福說話位來賓傾偈講祝福說話。」。」
她透露姊妹團包括好姐妹岑麗香她透露姊妹團包括好姐妹岑麗香、、

王君馨及李亞男等王君馨及李亞男等，，還有一些令大家還有一些令大家
驚喜的姐妹驚喜的姐妹，，至於鍾嘉欣因產後都需至於鍾嘉欣因產後都需
要休息要休息，，應該未能出席婚宴應該未能出席婚宴。。說到玩說到玩
新郎環節新郎環節，， 她大爆未來老公好醒她大爆未來老公好醒：：
「「他想出絕招他想出絕招，，會取消這個環節會取消這個環節，，
已經準備好每位姐妹都有利是已經準備好每位姐妹都有利是，，((會否會否
搞搞Bridal ShowerBridal Shower？）？）都想出外旅行玩都想出外旅行玩
一趟一趟，，但要視乎腹大便便的李亞男狀但要視乎腹大便便的李亞男狀
況如何況如何，，最後可能會在香港搞最後可能會在香港搞。」。」

謝安琪弗爆威過老公謝安琪弗爆威過老公
KayKay以露肩黑色裙以露肩黑色裙，，淺露淺露「「事業線事業線」」

性感現身性感現身，，身形弗爆的她表示身形弗爆的她表示：「：「沒有沒有
騙大家騙大家，，我真係好認真做運動我真係好認真做運動，，JunoJuno
（（麥浚龍麥浚龍））好緊張我的工作安排好緊張我的工作安排，，畀我畀我
好多時間休息好多時間休息，，好讓我健身同創作音好讓我健身同創作音
樂樂，，是位好體貼的老闆是位好體貼的老闆。」。」
勤做運動的她勤做運動的她，，身形比起產前更結身形比起產前更結
實實，，笑言威過老公張繼聰笑言威過老公張繼聰，「，「體重拋體重拋
離他好遠離他好遠，，因他要為電影增磅因他要為電影增磅，，重到重到
一個地步不宜跑步一個地步不宜跑步，， 所以他很羨慕所以他很羨慕
我我，，見我工作前去跑步見我工作前去跑步，，便心存妒忌便心存妒忌
話話『『你玩晒啦你玩晒啦』。」，』。」， KayKay得戚說得戚說：：
「「佢都有今日佢都有今日。」。」

睇通勝擇吉日睇通勝擇吉日 婚宴分兩日擺婚宴分兩日擺

出嫁出嫁

■■王君馨性感現身王君馨性感現身。。
■■五位嘉賓各自設計香水瓶做善事五位嘉賓各自設計香水瓶做善事。。

■■苟姑娘坦言男友思想傳苟姑娘坦言男友思想傳
統統，，所以有睇通勝擇吉日所以有睇通勝擇吉日。。

■■謝安琪近期好謝安琪近期好
認真做運動認真做運動。。

■右起：麥美恩、吳若希、森美和丁子朗大跳日本傳統舞蹈。

■■余德丞余德丞((左三左三))鬥心頑強鬥心頑強，，
跨過今次難關跨過今次難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黎瑞恩黎瑞恩

■■陳豪陳豪

■■區瑞強區瑞強((左左))特意來支特意來支
持好友持好友Jacky LauJacky Lau。。

■■劉美娟和老公張崇德劉美娟和老公張崇德，，以以
及張崇基出席開幕禮及張崇基出席開幕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