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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李

佳芯昨日以「形象大使」身份參與沙田馬場活動，與

胡定欣客串做模特兒在沙圈行天橋，同場出席的還有諸葛紫岐與

老公薛嘉麟、鄺美雲、陳百祥及黃杏秀等。Ali 月底踏入 36 歲，她透露正日

要開工度過，至於今年的生日願望會否是結婚，Ali 稱只會隨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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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強求，她更笑言現在上載新相都被

快 36

網友留言恭喜，似乎大家比她更心急。

比

月底踏入36歲的李佳芯（Ali），獲大
會安排外籍男模送上鮮花慶祝。問

到今年生日如何慶祝，Ali表示正日
要開工，知道自己生日要開工的那
一刻都要扁嘴，但想深一層有工作
也是好事，不想回到從前在家留意
電話通知有沒有工開。生日願望 Ali
笑言怕公開後會不靈驗，說：「我
有好多願望、好貪心，最重要
身體健康才賺到錢。」台慶頒
獎禮年底舉行，Ali 坦言也想
獲獎，但未到生日願望級
數，說：「有獎當然開
心，但有很多變數自
己控制不到。」
Ali表示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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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環遊世界。
鄺美雲（Cally）對電影大亨鄒文
懷、藍潔瑛先後離世感慨嘆，表示人生會有
生老病死，寄語大家要活在當下，用好心情
對身邊的人。提到藍潔瑛淡出幕前後生活
坎坷，Cally希望社會上有更多互相關愛，
朋友之間要互相扶持和照顧，說：「人生
有好多無常，好難去解釋，大家都要活
在當下。」有指當年藍潔瑛介入 Cally
與富豪鄭家成之間的感情，她說：
「我每天都忙工作，沒有太多時間
去看消息，人生要開心，不要經
常回想以前的事。」至於Cally會否挺身幫忙藍潔瑛的身
後事，她表示不知詳
情，但會視乎情況
再決定。

直 言 無錢
斌
智

香港文匯報訊 2018年，接連
有多位名人離世，古天樂（古
■古天樂
仔）昨日有感而發在微博上發文
道：「2018年對香港人來說，真是充滿
香港文
了離別的哀傷，實在太多巨人逝去，包括
匯報訊（記者
早前的劉以鬯先生和高錕先生，前幾天的
李思穎）由關智斌
金庸先生，還有今天（日前）電影界巨人
（Kenny） 和 張 致 恒
鄒文懷先生，他們都是香港真正的精
（Steven）組成的 BOYZ
英。」
昨日舉行《大男孩》簽唱
本身為演藝人協會會長的古仔對
會，現場吸引大批粉絲到來支
於藍潔瑛的離開亦深感惋惜，表示
持。BOYZ 即場獻唱之餘又與粉
如有需要，協會一定會全力協
絲大玩互動遊戲，其間二人互窒
助。而有騙徒竟冒「藍潔瑛影迷
又大講有味笑話，場面搞笑。
會」之名籌款，對此，藍潔瑛
二人受訪時被問到會否繼續「合
影迷會昨早透過發聲明提醒大
體」？Steven 笑說：「無啦，這次可
眾：「昨天今天發現有人發起
能是最後一個騷，暫時未有計劃再出新
二維碼捐款什麼的，影迷會暫
歌，（掠完一筆就走？）真係就好，關
時沒有向社會發起任何募捐
生為了大家的回憶，付出了6位數字的時
活動，謹防受騙，如果哪天
間出來練習。」Kenny則坦言「合體」無
需要的話會公佈影迷會微
錢賺，歌酬也填補不到搵老師練唱歌、跳
博。」
舞、體操的費用，不過很開心終能圓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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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也沒有大事慶祝，只跟男友普通吃一餐
飯，笑言他們不會只在節日才去慶祝，閒時
見到心頭好也會互送小禮物。對於多次被傳
婚訊，結婚是否 Ali 生日願望之一，她笑
道：「再傳一下先，之前有好多版本，傳我
生過仔都有，可能《BB 來了》的關係，上
載新相都被網友留言恭喜我，大家比我更心
急。」Ali稱現在不心急結婚生子，只會隨緣
不強求，雖然不介意先生仔、後結婚，但從
來沒有這種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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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亮相，Marie 笑言為一身裝扮準備了 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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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薛嘉麟表示當然要，希望繼續給老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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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他常忙工作沒有時間，而且她現在視囝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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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首位。薛嘉麟聞言即補鑊計劃今年聖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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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美辛苦賺錢
家人努力花
香港文匯報訊 森美昨日出席有機水產節
開幕禮。近日正忙於拍新劇《過街英雄》
的森美，睡眠時間相當不夠，他笑言
拍劇雖然辛苦，但很快又會不記
得，之後再繼續拍。而該劇本
月將煞科，森美也無意去旅
行休息，笑他賺錢都沒機
會花？他笑說：「屋
企人一直幫我使，
仲 使 得 好 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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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Steven 指 Kenny 之前為演唱會練習
遇上意外，「有次他突然做後空翻撻落墊
上，把我和教練都嚇親，幸而沒事，還以
為不用開演唱會了。」
原來他們已有十多年沒有舉行簽唱
會，見到很多歌迷都長大了，他們最
難忘是寫真集簽名會，笑言簽一次簽
到手軟。問到幾時再出寫真？Steven
表示隨時準備好，又笑指二人狀態
如當年勇，問他們下站是否紅館
開騷？Steven 表示老闆曾經答
應，希望其他歌手可以讓出
檔期。Kenny 則說：「能
否衝出九龍灣都未
知，這件事講得太
遙遠。」

朱千雪將來嫁妝
是大型熊公仔

■BOYZ 很多粉
絲都長大了。
■ Steven 與 粉 絲
玩遊戲，Kenny
在旁爆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朱千雪昨日穿上單肩紅色
服裝出席「泰迪熊聖誕」揭幕
活動。喜愛熊公仔的她自爆床
尾已有三隻熊仔，她笑言：「媽
咪應承若然我嫁得出，就送我有
人形咁大的熊公仔做嫁妝。」但她
強調不會太快嫁！
朱千雪因工作關係，未能跟家人一
起到德國旅行，問她會否計劃同男友
去？她坦言：「希望可以冬天去，到時
落雪比較浪漫，凍天氣便可以 close 一些，
其實跟誰去也沒所謂。」不過朱千雪修讀法
律課程在聖誕檔期要考試至月底，所以暫時不
用想得太長遠，或者先想聖誕禮物，笑言可以送熊
仔給男友，或者男友送給她已經滿足，最重要是講求
心意。

「和親王」
洪堯襲港展舞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熱爆全城劇集
《延禧攻略》，當中飾演和親王的洪堯來港出席
聖誕活動揭幕禮，洪堯先以廣東話與現場觀眾打
招呼。擅長舞蹈的他更特別為大會設計了一段個
人舞蹈，即場為大家表演，贏得不少掌聲。
洪堯表示：「從小便練 Breaking，後來因受傷
無法繼續跳，已經有 5、6 年沒有跳舞，所以這
次都跳得不好，以前跳得較有技巧，大家可在網
上重溫我跳舞，現在跳不來很傷心，也是被迫放
棄！」
洪堯已是第二次來港，上次到香港旅行較秘
密，今次行色匆匆，今日便回上海與何潤東繼續
拍劇，完全沒有空當在港觀光和品嚐美食，他

說：「本來想約佘詩曼，但她在南
京，時間配合不到。」
說到香港演員中，他想跟古天
樂合作，覺得古仔的氣場特別
好，想從對方身上學習，但暫時
仍未有機會認識，又覺得張家輝
亦不錯。至於女演員就未想過，因
比較留意男偶像，所以想跟他們合
作。
洪堯又乘機宣傳自己有份參演的《皓
鑭傳》，叫大家多留意，下月便正式推
出。現時他就與吳謹言及何潤東合拍一部時
裝劇。

■洪堯特別設計了
一段個人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