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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
「富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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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秦嵐、蔡卓妍與吳尊等人昨晚出
席品牌彩妝系列宣傳活動，憑皇后一
角人氣急升的秦嵐，吸引大批粉絲到
來支持，尖叫聲此起彼落。提到她與旗
下公司藝人「海蘭察」王冠逸傳緋聞
時，秦嵐即否認笑稱大家都不是對方
的茶，不要耽誤對方找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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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嵐 王冠逸
指

■ 阿 Sa 想 跟
秦嵐合作。

非她那杯茶

穿上黑色低胸晚裝到場的秦嵐，表
示因皇后一角受觀眾喜愛，她也

很享受被稱呼做皇后。剛完成劇集《外
八行》的秦嵐，透露工作仍排得密麻麻，
之後會參與米蘭時裝展，很享受每天都有
工作。問秦嵐有沒有興趣拍港劇，她笑
道：「很希望拍到，因為我這一代都是
看TVB劇長大，有很多劇集都喜歡。演
員方面最想跟梁朝偉合作，因為他很會
演戲。」笑指秦嵐現在要找劉嘉玲才聯
絡到偉仔，她稱本身不認識嘉玲姐，
但會託朋友轉達口訊給對方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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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指《延禧攻略》會有番外篇，秦
嵐承認番外篇早已拍攝完成，但因沒
有她的戲份，所以她也不知何時會上映。
提到同劇新人吳謹言（瓔珞）被指耍大
牌，秦嵐說：「不會，一定是誤會，拍
攝時感受到她做新人的努力，她很乖

巧又專業，可能是溝通上出現誤會。」
至於秦嵐與王冠逸被傳姊弟戀，她笑道：
「真的不是，我不是他的茶，他也不是我的
茶，不好耽誤到他找女朋友。」笑問有沒有看
對方跟AV女優拍的藝術電影，她大反應道：
「我沒看過呀，要看一下了。」秦嵐稱現在仍
單身，希望憑皇后一角讓更多人喜歡她，她閒
時也會多來港跟閨蜜應采兒見面。盛傳今次品
牌以過百萬元邀請她出席，她也否認道：「沒
有那麼多吧，做人不可以太貪心。」

吳尊不介意剃頭演皇帝
首次見「皇后」的蔡卓妍（Sa）笑言朋友都
羨幕她，她有機會也想跟對方合作，要她演宮
女也沒問題，說：「我很喜歡她的氣質，她很
獨特，又靚又溫柔，很令人想靠近她，如果我
是男人一定會追她，看到她笑都會融化似
的。」至於男友是否也是秦嵐粉絲，阿Sa說：
「他都有看劇，平時他少看內地劇，《延禧》
是他看的第一部宮廷劇，想不到他記好所有角

讚展鵬揀啱時間公佈婚訊

孖住開騷 謝安琪想搶麥浚龍歌唱

定欣拒單獨約食飯祝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胡
定欣和陳展鵬因拍攝無綫劇集《城
寨英雄》傳出緋聞，近日展鵬公佈
與拍拖一年多的單文柔十月結婚，
令定欣再成追訪對象，昨日定欣金
閃閃打扮現身名酒活動，雖然她多
次大方向展鵬送上恭喜，但就拒絕
單獨與對方吃飯慶祝。
定欣、Shine和黃偉文昨日出席活
動，有備而來的定欣，未待傳媒發
問已即時向展鵬送上恭喜，她笑着
說：「恭喜晒，日前收到好多記者
朋友追問，今日會一次過回覆大
家，好開心我好拍檔有喜事，『城
寨』有喜，恭喜他，其實私下在群
組上，已不斷有人傳短訊恭喜展
鵬。（會否飲他喜宴？）不知他有
否搞婚宴，如果搞婚宴又邀請我，
我會出席恭喜他。」
說到展鵬於早上 09:09 的時間公
佈婚訊，心水清的網民指正是定欣
生日日期，定欣聞言笑說：「我無
留意，網民的確犀利，揀得好啱，

天佑被家人催生B

陳豪 為遷就子女返學搬屋
■ Shine 的天佑
的天佑(( 左) 與又
南一同出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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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凱琪擇偶不求靚仔富有

另一部新劇。（忙到沒時間了解
對方？）看他有沒有誠意了，時
間要互相付出，之前拍拖，也是
沒工作便抽時間陪另一半。（之
前分手都是聚少離多？）所以大
家有時間便抽出來相處是好重
要，我試過四個月返不到屋企，
並非一般行業可以工作定時，另
一半必須體諒明白，不過都幾
難。」

一份婆一份。（太精明不怕嚇走
男生嗎？）希望將來伴侶不需要
太叻，只要愛我，對我專一，不
是靚仔和有錢也沒所謂。」

薛凱琪嘆開支龐大
Fiona 特地推掉工作來支持朋
友，更笑言會迫對方分些股份
給她。至於她投資的時裝生
意，開業一年已經回本兼且有
錢賺，稍後更會與大牌子 crossover 合作，大家指她已是「小
富婆」，她笑說：「大家不知
我負擔有多大，投資之餘，又
是一家之主要養屋企，開支很龐
大，我從來都認為女仔要靠自
己，無論將來結婚生仔，永遠不
贊成由男方支付所有，最好是公

■薛凱琪

■吳千語

陳潔麗 重新演繹經典老歌

吳千語看重追求者誠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吳千語、薛凱琪（Fiona）
昨日出席髮型屋剪綵活動，兩人
不約而同談到感情問題。千語自
跟舊愛林峯分手後，大家已甚少
聯絡，目前她對追求者會視乎對
方有幾多誠意，Fiona 則不要求
靚仔和富有，最緊要是愛她和專
一。
千語專誠現身撐朋友場，有興
趣營商的她奈何時間欠奉，她坦
言對飲食業最大興趣，但要遇到
適合時機和拍檔先考慮。
提到她和舊愛林峯關係，千語
表示：「大家仍是朋友，沒特別
聯絡，」千語透露感情狀況是單
身，現時想先認識一些新朋友，
不去認識便不知自己的取向。對
於她和「百億富三代」施伯雄的
緋聞，她稱：「我們較少時間了
解，如果有拍拖也是正常，不會
專登保持單身，要看緣分，都要
看大家有沒有時間相處，目前正
在香港拍戲，稍後要到橫店接拍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張雅婷）謝安琪，麥浚龍和王雙駿
昨日出席拉闊音樂會記者會，音樂會將於 11月7日假會展舉
行。Kay透露今次個騷是一個好特別的形式，以故事性表演，
而她與Juno分別飾演「浦銘心」和「董折」。今次演繹故事女
主角的Kay說：「呢個騷開咗會啦，不過不斷更新中。覺得在
選歌的方面有些難，其實有好多Juno嘅歌自己都好想唱，所以
搶緊佢啲歌返來。佢嘅歌唔係咁男性化，有時幾柔弱，一時仲
妖艷呀。」Kay覺得今次音樂
會形式好特別，因為既不是舞
台劇也不像一個音樂會。這次
嘗試新風格的Kay表示，好少
會唱全部以感情為主的歌。Juno亦透露音樂會以新專輯的愛
情故事做主題：「今次個Live
係以感情出發，圍繞一個故事 ■左起：麥浚龍、謝安琪與
就是『浦銘心』和『董折』， 王雙駿出席拉闊音樂會記者
好難得有一個咁樣嘅演出。」 會。

代表長長久久，又易記，揀得非常
好，我已經想好送名酒給他做禮
物。（約展鵬食飯慶祝？）未知，
等群組商量。（你們單獨食飯？）
不會，一班人開心好多。」追問她
的感情生活，她表示：「一直好花
心機工作，月底會去瑞士拍旅遊特
輯。（緋聞男友張振朗有新緋聞女
友余潔瀅！）係咩？大家都好忙，
（八卦他的新緋聞？）轉頭啦！」

另外，徐天佑被問到中秋佳節，
可有喜訊公佈？他笑說：「生BB一
事會盡力，早前家人都有催過，自
覺要有計劃才能實行，因太太經常
夜睡，目前先讓她調理好身體再計
劃。」
黃又南早前將患有腦退化症的爸
爸送去護理院照顧，他表示：「中
秋節會接爸爸回家過節，因家人會
到日本旅行，這段時間照顧爸爸一
事放在我身上，責任重大。」

色名。（不帶男友一起來？）他沒有話想來，
而且他很害羞又不喜歡影相。」
吳尊表示也有收看《延禧攻略》，如故事開
拍電影也想參演皇帝一角，也不介意剃頭演
出。問到如同彭于晏一樣全裸上陣又是否接
受，他說：「看劇本和角色需要，不是為脫而
脫，不過我未看過彭全裸。」笑指他倆可以比
拚一下時，吳尊笑言在適合場合也不介意，
因為男生脫衣
是 很 正 常 的
事。提到吳尊
早前與兒子大
晒上身拍照，他
解釋道：「因為
兒子喜歡打籃
球，他又不敢脫
上衣，結果要我
陪他一起脫，我
要教他做個男子 ■ 吳 尊 與 阿 Sa 出 席
化妝
漢。」
品牌活動。

■定欣多次大方向
展鵬送上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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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HIFI靚聲天后」陳潔麗將於9月20、
21 日假麥花臣場館舉行兩場《陳潔麗
15+1 演唱會 2018》，昨日她為演出綵
排。說到她去年在同一場地舉行一場演
出，今次捲土重來開夠兩場，她興奮
說：「上次反應很好，惜未能加場，故
此今次開兩場來答謝歌迷。」
她表示：「今次除了兩場歌單大部分
不同，要背六十多首歌詞外，有些歌不
單她自己未聽過，連演出樂隊也未聽
過，所以壓力也很大。為了帶給觀眾新
鮮感，歌單和歌
衫都是新的，兩
晚的服裝都不
同，主力在剪裁
上花心思，款式
不會好性感。」
而今次所選的一些她
都未聽過的經典老歌，
也是監製希望讓觀眾聽
到重新演繹的金曲，同
時給她一個新挑戰。她
更說今次製作很認真，
將紅館的製作，搬到麥
花臣場館做，連花費大 ■陳潔麗昨日為演出
的升降台也不缺少。
綵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已是 3 個仔女的爸爸陳豪
（Mo）和新手爸爸陳智燊（Jason）昨日出席 MOSTown 新
港城中心全新命名揭幕禮，Jason 即場向阿 Mo 討教湊仔心
得。對於近日有指 Mo 為方便小朋友返學搬屋，他直認不
諱：「父母真的會為仔女返學搬屋，都要向現實低頭。」Jason 在台上問到阿 Mo 有關湊仔方法，阿 Mo 認為親子關係最
緊要，要珍惜跟他們相處時間，自己仍在學習中。
阿 Mo 笑言：「他們是日日新鮮日日甘，和他們要用時間
建立關係，他們的光陰很快過，真的要珍惜，自己起身抱
吓、錫吓、攬吓他們已是最享受。（生女最開心？）我不能
偏心，總之三個都錫同愛。」
說到由大埔搬到南灣，是他還是太太陳茵媺主意？阿 Mo
說：「大家一齊，3 個小朋友讀 3 間不同學校，以前每日大
埔、中環上下午班走 6 次，你話搬唔搬？我揸車不是問題，
但太太和小朋友在車程上花時間太多，而且小朋友還有課外
活動，又會補習。以前唔知原來學校是最主要地方，很期待
他們三個將來讀同一間學校。（南灣租金 7 萬，大埔租出 6
萬，仲欠 1 萬差額？）沒所謂，不是錢的問題，時間是金
錢，小朋友最緊要學習。」
其間阿Mo笑指跟Jason的仔女比例是 3：1，Jason笑言BB
出世兩星期多，日前幫他洗澡都有點驚，同時發覺對小朋友
的喊聲已沒厭的感覺，現時出外工作都會掛住 BB，又很明
白阿 Mo 講過生 BB 前要盡情享受二人世界，因有了 BB 真的
沒有多餘時間，但感覺是很開心。

■兩位人
父陳智燊
(左)和陳豪
獲小模特
兒送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