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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黃子恆日前被揭與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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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他否認是經手人兼
提議可驗 DNA，被女方公
開他的「渣男」行為，令
子恆在剛播完《是咁的，法
官閣下》中的律師形象徹底
破壞。昨日，黃子恆繼續為新
劇《機場特警》拍外景，心事
重重的他沒多大笑容，明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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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新聞困擾。

■黃子恆稱已有年
半沒見過該名女粉
絲。
網上圖片

內 地 粉 絲 懷 孕 被 指 是 經 手 人

黃子恆否認：年半沒見面

可驗 DNA

■黃智賢
似乎都有姿
勢有實際。

醜聞傳出後，黃子恆昨日由經理人陪伴
下開工，拍攝完後隨即上劇組車換

衫，表示穿上戲服不宜受訪，先讓他換回
普通衣服。換過衫後的子恆，被問到新聞
有否影響到工作，他說：「我想講的很簡
單，我已經有年半沒跟她（女粉絲）見
面，如果她所講的事有發生過，我當然會
負責任，但這年半已經沒有再見她。」
子恆稱要回應的已說了，不回應整件事
的來龍去脈或會否聯絡女方，也不猜測女
方為何有此舉動。至於如何面對事件，子
恆坦言心情當然有影響，現在先讓他自己
冷靜一下，有需要也會配合去驗 DNA。問
到事件中有否怪責過自己，或擔心形象受
損時，子恆並沒有回答，但表示公司有向
他了解事件，然後他就登車離開。

Ben拒評黃與女粉絲瓜葛
在《是咁的，法官閣下》黃智賢（Ben）
與黃子恆合作過，昨日被問到黃子恆疑與內
地女粉絲有感情瓜葛，更令女方大肚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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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 表示有留意新聞，但不知來龍去脈就不
宜評論，說：「我們私下見時都是講公事
多，他工作很落力，希望他盡快解決件
事。」會否擔心影響對方星途，因已有網友
表態要封殺子恆，Ben 說：「要看他怎樣去
處理，我不清楚事件都不知怎去回應。」
Ben 與鄭嘉穎、鄭潔、晏紫、陳庭欣與區
永權昨日為籌款節目《歡樂滿東華》拍攝
網球項目環節。Ben 笑指嘉穎結婚後乖了很
多，嘉穎強調自己過往也是很乖的人，現
在更做個廿四孝老公。

將為人父的嘉穎被問到會否公開 BB 性
別？他說：「都是等老婆講。（她叫你
講？）吓？又交返個波畀我，或者我們
下次一齊講，但她沒有畀過任何指
示。」Ben就笑指嘉穎結婚後乖了
很 多 ， 而 且 娶 了 個 200 分 老
婆。嘉穎強調自己過往也
是很乖的人，現在只要
人在香港都會陪老婆
去做產檢，做個
廿四孝老公。

嘉穎自言廿四孝老公
嘉穎坦言抱志在參與來打波，因為面對
國家級選手鄭潔和晏紫，實力相差十多
班。嘉穎表示閒時有約老友 Ben 打網球，笑
稱自己專門「杜」人打波，Ben 笑道：
「我們平時打都有贏有輸，因為去嘉
■容祖兒化身
穎的會所打波，所以最後都是他
Chef Joey。
請吃飯。」嘉穎表示自己已打
網球超過 20 年，但未知為
東華以什麼形式打球，
相信都以混雙、男女
香港文匯報訊 容祖兒早前拍攝廣告，並
對打的方式比
化身 Chef Joey，製作團隊將拍攝現場特別
賽。
打造成「容乜易廚房」。

Chef Joey 反轉廚房

自嘲「地獄廚神」的祖兒平日甚少踏足
廚房禁地，更遑論在人前獻廚技。今次拍
攝主題圍繞特色美食，祖兒換上廚師造
型，走入廚房，甚有架勢，「叫我 Chef
Joey！」，笑言要挑戰「Chef Lemon」。
事實上拍攝需要的美食當然由幕後高手

操刀，為求保持食物賣相，特別安排師傅
現場炮製美食，有巨型蛋撻、巨型菠蘿
包、燒春雞、薑餅人、護心肉、心太軟等
美食。祖兒走入廚房搞搞震，美其名幫
手，實際在不停試食及偷師。祖兒笑說太
複雜的工作交返畀師傅，但也不忘大讚拍
攝的美食有賣相又好味，今次拍攝有得食
有得玩，現場香氣四溢，拍攝至凌晨，更
愈拍愈餓。

陳豪一視同仁 為子女搞生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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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小莉策劃演繹
「絕色敦煌」

鍾麗緹戴黃金頭飾壓軸行騷

香港文匯報訊 甘肅省文化旅遊
項目推介暨文化產品和特色商品
展覽展示活動文藝演出前晚假香
港亞博館舉行，帶來一場富有敦
煌文化及美學的視覺盛宴。這場
文藝演出由敦煌研究院王旭東院
長與著名傳媒人、北京服裝學院
時尚傳播學院院長吳小莉策劃，
以敦煌顏色為主題，萃取敦煌壁
畫色彩等元素進行時尚演繹。
《絕色敦煌之夜》是首個以敦
煌顏色為主題的藝術時裝匯演，
選取以敦煌壁畫中的「青綠、土
紅、土黃、褐黑」為主色調，融
入傳統元素與當代設計理念，製
作了 100 套包括 20 套「藝術再
現」復原服飾及 80 套創新設計服
飾，並以時裝騷形式時尚演繹敦
煌壁畫色彩。
開場前，甘肅省人民政府副省
長常正國專程來港出席甘肅省文
化旅遊項目推介暨文化產品和特
色商品展覽展示活動啟動儀式。
常副省長致辭時表示：「甘肅是
一個地貌大觀園，山地、高原、
平川、河谷、沙漠、戈壁在全省
交錯分佈，每一寸土地都散發中
華歷史的滄桑與靜美。」

小莉、聯同著名評論員馬鼎盛講
述敦煌的故事，女星鍾麗緹，唱
作歌手盧冠廷，香港中樂團演奏
家、香港現代舞編舞家兼跨媒體
創作人禤天揚，香港無伴奏合唱
團姬聲雅士合唱團，以及錢秀蓮
舞蹈團演出。眾表演嘉賓以舞
蹈、二胡獨奏、默劇、無伴奏合
唱、琵琶獨奏，以及唱歌等多種
不同表演方式，演繹「絕色」、
「藝美絲路」、「盛世中華」、
「一帶一路」、「蛻變融合」、
以及「再現」六大篇章，詮釋敦
煌美學及文化。
匯演以「絕色」為開篇，著
名作詞人方文山填詞、霍尊
作曲的主題曲歌詞《九色
鹿》揭開序幕。一幅幅經典
敦煌壁畫隨着《九色鹿》的
音樂呈現眼前。錢秀蓮舞蹈
團為觀眾演出敦煌現代舞
蹈。隨之，一眾模特兒以

「藝術再現」復原服飾，在台上
展現敦煌色彩。而最為亮眼的是
鍾麗緹以莫高窟五代 98 窟東壁女
供養人像服飾壓軸登場。她一身
黃色的「藝術再現」復原服飾，
配上黃金頭飾，把供養人像服飾
雍容華貴地展現。
鍾麗緹感謝

吳小莉邀請，讓她可參
加是次活動，她希望大家
通過這個活動可以更多地
了解中國敦煌千年的文化！
她表示，雖然這次的妝髮有
些辛苦，但她好喜歡，也覺得
很值得，是一次很棒的
體驗！

■鍾麗緹以莫
高窟五代 98 窟東
壁女供養人像服
飾登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陳豪（阿
Mo）和陳智燊兩位「爸爸級」昨日應邀為
嬰兒產品專門店擔任開幕嘉賓，二人更互
相交流湊小朋友心得。
阿 Mo 早前剛為大仔 Aiden 舉行 5 歲生日
會，他笑說：「不經不覺大仔已經 5 歲，
其實每年我和 Aimee（陳茵媺）都會幫三
個小朋友慶祝生日，也會邀請他們的同學
仔和朋友參加，都要分開幾場去搞，總之
對他們一視同仁，也跟二仔講好他也可以
請自己的同學朋友出席生日派對。由於收
到禮物太多，多到要捐出去，但從中可
以讓他們選擇自己喜歡的朋友。」
這陣子阿Mo忙着拍攝新劇，經常通
宵開工，忙到分身不暇，故此之前應
承二子到學校欣賞他演出話劇都要
「甩底」，只好交由太太幫忙，阿
Mo 透露：「好多時會招呼小朋友
的同學和家長來我家玩，這方面會
由太太做主力，自己都樂於同其他
家長交流，又會參加合適的親子活
動。」阿 Mo 應該在聖誕前完成劇
集拍攝，故此已計劃一家人外遊

過聖誕，享受家庭樂。
陳智燊的囝囝 Damon 剛好三個月大，現
時已獲得不少嬰兒用品的贊助，他表示不
抗拒一家三口拍廣告，也有人接洽過，但
囝囝尚細未有答應，就算接廣告亦不能太
多，他說：「其實很多時反而是我們想囝
囝 陪 伴 ， 好 似 之 前 同 老 婆 Sarah （ 宋 熙
年）去大阪玩幾日，已經好掛住個仔，太
太掛到喊了出來，下次外遊一定要帶埋囝
囝，現在很期待他大一些時，帶他回澳洲
和英國。」至於聖誕節，他準備帶囝囝走
遍多個商場影巨型聖誕樹，感受一下聖誕
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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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家為演出班底
《絕色敦煌之夜》來到香港匯
演，精選了 75 套「藝術再現」及
創新設計的服裝系列進行演繹，
並以香港藝術家為演出班底。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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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湯洛雯（靚
湯）昨日聯同「星二代」關楓馨
及 Hilary Fan 出席彩妝品牌活
動。臨近聖誕，靚湯已跟朋友約
好參加多場聖誕派對：「今年朋
友知我單身，特登約我開派對。
（現時有沒有男士約你去看聖誕
燈飾？）現在沒有。有次朋友在
婚禮上話介紹男仔我識，其實我
不是那麼飢渴。我想搵個結婚對
象，都想花多些時間去搵。」
談到黃子恆捲入桃色糾紛，
正和黃子恆拍《機場特警》的靚
湯表示跟對方少對手戲，她不了
了解件事，不方便講太多，但認
為對方是一個好 Nice 和專業的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