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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

孖兩緋聞女友團拜

新城於昨日年初七人日舉行新春團拜，一身紅噹噹打扮的家燕姐
聯同高層進行醒獅簪花掛紅的團拜儀式，出席歌手吳業坤、王

家燕姐

迷
戀
做演唱會和音樂劇的嘉賓，務求沾一下家燕姐的旺氣！

戀，話口未完，便與王梓軒「爭」家燕姐，原來是爭相邀請家燕姐

兩人齊齊現身新城團拜，坤哥笑言新一年要結束這段關係，不再貪

輩打成一片，十分玩得的她早前與吳業坤傳出「霧水」緋聞，昨日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 者 李 思 穎） 薛 家 燕 在 圈 中 人 緣 甚 佳， 與 一 班 後

■坤 哥 孖 緋 聞 女 友 Aka
和家燕姐出席活動。

吳
業
坤

■吳業坤、王
梓軒、連詩雅
等玩遊戲團
拜。

■王梓軒望請家燕姐
做音樂劇嘉賓。
做音樂劇嘉賓
。

AGA
性感谷胸開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江海迦（AGA）前晚於理工大學
舉 行 「 MOOV LIVE AGA 音 樂
會」， 換上多套歌衫的她，其中
一件「谷胸」裙最性感，AGA 透
露這次是巡唱的第六站，也是最後
一站，最開心壓軸一站在香港舉
行。
AGA 趁住農曆新年長假期，便
返了澳洲探望家人，飲了媽咪不少
靚湯，每日陪住最疼錫的兩個姨
甥，她謂：「一家人提早過年，自
己幫媽咪刨蘿蔔整蘿蔔糕，（父母
有叫你留下來生活？）不會，反而
不想我回去住，因父母都是自由主
義者，他們會掛住我，但未必想一
齊住，會選擇港、澳兩邊走，或者
驚我作曲嘈他們，哈哈。」AGA
在新年期間也有開賭局，她笑說：
「我每次都是魚腩輸得最多錢，所
以不敢再玩『魚蝦蟹』（賭局玩
意）。」

■連詩雅

問她私下有否同朋友緝兇？她謂：
「無呀，有
些歌手已不在港，大家沒有聯絡，我同雨僑有傾
偈，但跟羅力威不熟，也沒特別去斟酌，總之不
是我！個人覺得獎項是值得珍藏，可能香港環境
狹窄，屋企未能容納太大獎項，但可以處理得好

家燕姐大爆今年預備逾 7 萬元派利是，昨
日一個清早便派出百多封，要回家「補
貨」後才到新城活動，坤哥聞言後嚇到後
退幾步，自言：「我交稅都無咁
多。」王梓軒取笑坤哥：「如果你追
家燕姐，你知喇！」坤哥搞笑問家燕
姐：「我係咪要派返畀你？」家燕姐不客
氣笑說：「梗係啦，敬老嘛！」
家燕姐祝兩位後輩越做越紅，說到坤哥
4 月 19 日假紅館開騷，同日撞正王梓軒的
音樂劇首日公演，他們不約而同希望邀請家燕姐出
席，隨即展開「爭奪家燕姐」之戰，王梓軒謂：
「我同坤哥爭家燕姐。」當得知坤哥只開一場，才
大方禮讓：「你一日我讓給你，我之後仲有幾
日。」家燕姐提醒坤哥要同其女兒石祐珊度期，繼
而叫坤哥加緊練習，要勤力謙虛，不要顧住留意女
仔唇膏印。坤哥應承會專心去做，不給女色迷
惑，家燕姐問他是否處女個唱，坤哥笑說：
「唔係，家燕姐你攞唔到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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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我有諗過會唔會嗰個人給人攞咗又掉咗唔
知，而自己的獎則全放在公司保存。」
Shiga 相隔一年終派新歌《孤
身走》，她開心謂：「好感
動，首次唱劇歌，未試過
打開電視睇劇集可以聽到
自己歌曲，（想再接再
厲？）希望等公司安排。」
說到她有份演出無綫新劇《致
所有愛過的人》當中獻出熒幕初吻給
「秦博士」馬貫東，她稱：「拍錫戲
時，大家都緊張，我有準備漱口水，
但都不是好激烈，始終電視尺度有
限，稍後會再有場大膽鏡頭，
說我們親熱完後，我要躺
在對方赤裸的上身，
有 肌 膚 之
親。」

■ 谷胸裙顯得 AGA
十分性感。
十分性感
。

奸狡嘅狗仔，希望大家到時入場睇吓我
點奸法啦。」
師兄早前又為大學千人宴擔任表演嘉
賓，他指自己由2004年起，至今共參加
6 次千人宴，每次出席都好期待，雖然
學生不同，但次次反應都十分好。今年
師兄獻唱《Change Your Life》、《思
覺失調》，師兄感動道：「在場學生大
多係零零後，我之前上網睇過零零後對
香港男歌手嘅認識，見到『吳浩龍』、
『周國龍』嘅答案，估唔到佢哋都跟住
我一齊唱，仲好熱情唔畀我走呀！」師
兄隨即Encore半首《二等天使》，又大
讚學生反應「好正」，自己都好開心。
他又趁機與同場嘉賓胡楓（修哥）自
拍，師兄透露，原來二月壽星修哥是千
人宴吉祥物，年年都會出席支持。

葉麗儀開騷綵排親身試位

■師兄勤於健身
師兄勤於健身。
。

提到豬年首個工作大計，師兄預告將
為一套動畫電影配音。他指：「今次好
開心幫卡通片配音，係我入行以來第一
次，我自己都好期待呢個新嘗試。呢套
戲大人細路都啱睇，而我負責聲演一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連詩雅（Shiga）被捲入棄獎嫌疑人物之一，隨後她與獎項合
照放上社交網以證清白，昨日Shiga現身新城團
拜，再度提到此事時，她表示：「真的好搞笑，
當日剛落機便不斷收到短訊和洗版，先是見到有
自己張相，不過當時齊蔭加濃妝，差點認不出自
己，跟住見到個獎同一堆高踭鞋，經了解知道有
人掉咗個獎，遂即時叫公司同事幫我影張獎項的
相放上網，可是繼續被網民質疑，說是2013年影
下的舊照，所以日前返公司親自同個獎合照兼開
Live，證明這個獎真的是我。」

新劇有大膽鏡頭

■師兄為大
學千人宴擔
任表演嘉
賓。

任千人宴表演嘉賓

家燕姐預7萬元派利是

連詩雅拎獎開 Live 證清白

預告為動畫奸角配音
劉浩龍賀年吃糕不忘健身

香港文匯報訊 劉浩龍（師兄）自從
去年為演唱會開始健身，日子有功養成
「食極唔肥」的健碩身形。他表示最喜
歡在農曆新年吃蘿蔔糕，又自爆吃了不
少，但事後不敢怠慢，賀年之餘都要繼
續健身作平衡。他解釋，現時練成只要
堅持做運動，就可以盡情進食的體質。
精益求精的師兄在社交平台笑稱自己是
「肥龍」，勉勵自己新一年「繼續堅
持、繼續努力」。

梓軒、連詩雅、菊梓喬、趙慧珊（Aka）、林穎彤等大玩「掘金」遊
戲，氣氛熱鬧，向來桃花旺盛的坤哥先與兩位緋聞女友 Aka 和家燕姐
合照，之後便孖家燕姐、王梓軒一起受訪，王梓軒被笑做了
「電燈膽」，他搞笑地連叫坤哥三聲「Uncle」，家燕姐笑
言坤哥不敢亂來，坤哥和應謂：「我唔敢亂來，好似我首
新歌《和懷念說再見》，要結束一段關係，清醒了。」王
梓軒即說：「你哋上年這個時候仍如火如荼。」坤哥謂：
「家是尊重家燕姐，不再迷戀和貪戀。」十分搞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葉
麗儀昨日出席乳癌基金會活動，此
次回港度歲之餘，也是為本月 15、
16 日假文化中心的演唱會作準備，
她表示：「很多店舖因農曆年放假
休息，我便相約朋友打波，所以好
開心。」
葉麗儀和陳潔靈、肥媽在年三十
晚在雲頂登台，所以早已感受到新
年氣氛，而她和葉振棠與 98 人中樂
團合作演出，故此，特地回港排
練，今日便正式開始綵排，有指她
和棠哥經驗豐富，台上演出駕輕就
熟，她表示：「今次同 98 人中樂團
合作，他們是大師出馬，我們只是
小朋友，排練能給我信心，有時見
到在大型活動一些歌手因太忙，要
由助手出來代為試位，我自己就接
受不到，會嚇死我，今次中樂團提
早一日開始排，所以跟他們合作，
從來無阻滯，我同棠哥通過電話，
知他狀態不錯，他身形略瘦是因為
有糖尿病，這 20 多年來都不可以
肥，但精神很好，現在都早睡早
起，改掉夜瞓習慣。」
問她新年期間有否忍
口？她表示：「有忍
呀，因為演唱會有件長
衫要着，不敢放肆，
（會否掛住孫兒？）返
■葉麗儀
港前已給他們利是，加
上小朋友要返學，也可以
透過視像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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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贈金咪稱霸唱好歌
古天樂：沒興趣出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古天樂（古仔）昨日到銅鑼灣時
代廣場出席「金龍醒獅賀新歲」
活動，並為金龍及醒獅點睛，大
會又安排了小朋友送上皇冠及金
咪，寓意他在娛樂圈繼續稱王稱
霸及繼續唱好歌。
古仔受訪時被問到豬年是否會多
唱歌？他說：「私下唱多啲，錄歌
就未打算。（有冇成廿年冇出
碟？）都有成十幾年，不過真係冇
乜興趣，家要忙拍幾部戲。」古
仔透露稍後將要飛往緬甸及西班牙
一個月，拍攝其中一部動作片，說
到他有傷患，能否應付動作場面？
他說：「都打咗一輪，由舊年十二
月到家，仲有要去鬧市拍槍戰同
有直升機場面。」發現古仔頸部位
置貼了膠布，他透露早前接受頸骨
手術後，醫生建議他貼上去疤膠布
半年，故新片也特登加插他中槍傷
作連戲。至於籌備多時的電影版
《尋秦記》，古仔表示三月便會開
拍。
問到農曆年可有發新年財？他

笑說：「有返公司派利是，但亦
有𢭃利是，好開心，咁大個人仲
有利是𢭃，我跟媽咪去拜年，同
埋我係長子嫡孫，好多傳統習俗
都要我去做。」

受親戚歡迎狂合照
至於可有被長輩催婚？古仔笑
說：「好耐都冇，每年都會去七
八個親戚屋企拜年，每次有十幾
廿人，佢哋影完合照，普通又影
一張、派利是又影，𢭃利是又
影，寶麗萊又影，又要自拍，一
個人起碼影五張相，仲要簽埋
名，淨係影相都搞成粒鐘，冇時
間講其他嘢。」
身為演藝人協會會長的他，透
露協會將推出手機 App 幫助業內
人士，現正進行內部測試，下個
月演藝人協會春茗上再公佈，內
容主要有演藝人的資料同專長，
他們可以自行拍片段放上 App，
大家亦可以留言給藝人，而電影
公司、廣告公司可以透過 App 找
適合的藝人工作，增加互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