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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阿 Sa 年尾拉埋天窗

阿嬌 婚後幸福肥

■石恆聰胞妹
石佩藍讚阿
Sa 好 nice。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鍾欣潼（阿嬌）、蔡卓妍（阿
Sa）男友石恆聰胞妹石佩藍、Amanda.S、 湛琪清、貝安琪等
前晚出席鞋履活動。一身花裙現身的阿嬌，身形圓潤不少，
臉上掛着笑容的她，直認現階段是「幸福肥」。

新婚胖 ，的她阿笑嬌言心：廣「 今體

■ 湛琪清亦
有出席。
有出席
。

日開始減肥，少吃一些，
因婚後沒有 keep fit，都是
幸福肥。我經常嚷着要減
肥，老公叫我不要聽人家
講，說我不肥，他喜歡吃東
西，常叫滿一桌，其實身邊
一些朋友都忍不住話我肥得
過分，（可能老公喜歡你
有肉地容易攬？）我有想
法，可能我肥便顯得他
瘦。」
阿嬌在婚前經常與老
公結伴做運動，婚後沒有再
操練，她自言：「我很懶，加上大
家所做運動類別不同，沒必要約埋
一齊，自己會先節食再做運動減
肥。」她大爆老公被雜誌指太肥
而發嬲，問她是否得罪了人。
昨日是白色情人節，阿嬌對

節日不欲多提：「每次講到節日，老公
就要花大筆錢，好煩，加上自己不大重
視，簡單講句『情人節快樂』已足夠，
老公都應該不會有驚喜給我。」

石佩藍未聞胞兄娶妻
有傳好姐妹阿 Sa 與男友石恆聰年尾
結婚，阿嬌表示：「我不相信，你們問
回她本人，我就不會信，因她現時狀況
很開心，沒必要結婚，她又結過，現在
開心便可以。」
同場石佩藍被傳媒追問關於哥哥石恆
聰結婚一事，她表示：「沒聽過哥哥
講，相信哥哥準備好自然會講，（多不
多見到阿 Sa？）經常見到，我們都有
共同朋友，她是我好朋友，（對未來阿
嫂印象如何？）她好 nice，（想她做阿
嫂嗎？）這是他們兩個人的事，不便發
表意見，（父母有催婚？）沒有，他們
很 open，不會特別提起，最緊要是開
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朱
千雪與湯洛雯（靚湯）昨日到將軍
澳出席薄餅連鎖店活動，即場學整
手製薄餅，並邀請男粉絲上台試食
她們的製成品，靚湯更親手餵男粉
絲食pizza。
自言很少入廚的千雪，整得有板

軒仔愛買二手物品

■張敬軒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梁靜儀）
張 敬 軒
（軒仔）
昨日到尖
沙咀出席
飲品展覽活

娛
網

動，向來對古物情有獨鍾的軒仔，
被問到可有收藏古董，他笑言自己
整個人都是古董。軒仔表示每次去
旅行都會逛古董傢俬店，如貨物太
大件就會用貨櫃運返港，曾試過買

一套中世紀梳化，因當中有野豬牙
同牛骨，所以需要證明證書才可入
境，不過因尚欠一張證書，結果被
扣留了半年時間才運抵。軒仔認為
有時買二手傢俬相比新傢俬更平，
不過他也曾中招，以前買古董傢俬
被抬高價錢，令他交了不少學費。
雖然喜愛買二手物品，但軒仔絕不
會買貼身飾物及陪葬品，他說：
「之前我去以色列伯利恒旅行去咗
一間古董店，老闆拎咗一個中世紀
十字架畀我睇，我一揸上手就成個
背脊起雞皮，又試過喺法國見過一
副青銅棺材好靚都唔敢買。」

鄭恩地 5月旺角開騷

韓國女團 Apink 主唱鄭恩地將於 5 月 18 日
假 旺 角 麥 花 臣 場 館 舉 行 個 人 演 唱 會， 與
PANDA（粉絲官方名稱）見面！門票將於 3
月 27 日公開發售，凡購買$1,488 門票的觀
眾，將可參觀綵排。

鄭恩地

Anly下月香港開展亞巡
日本創作女歌手 Anly 將於 4 月 27 日假九展 Music Zone 舉行香港
演唱會，香港也是Anly同名亞洲巡迴演出的第一站，她還特別拍攝
了跟香港樂迷打招呼的片段！當晚，Anly香港演出後更將跟觀眾見
面簽名。Anly 日前更在日本
Anly
參 與 「30th J-WAVE TOKYO GUITAR JAMBOREE」演出時以一支木結他
演唱《Queen》名作《Bohemian Rhapsody》 ， 技 驚 四
座！

Liv緊e 張 當自己是容祖兒

■朱千雪(右)與湯洛雯（左）學整
手製薄餅。

有眼，靚湯就讚千雪事前明顯有做
過功課，二人又笑稱不是「地獄廚
神」。問到她們最拿手整什麼食
物？靚湯表示平日愛焗餅及整甜
品，最叻整芝士蛋糕，而千雪就整
過果撻。
昨日是白色情人節，千雪指男友
不在香港，故不會慶祝。單身的靚
湯表示晚上約了朋友食飯，但並非
男朋友。千雪與靚湯私下份屬好
友，之前情人節千雪不忘送花給好
友靚湯和岑杏賢，靚湯笑說：「我
見到張卡寫住『送給我瘋狂的情
人』，我仲諗係邊個送，於是打返
去花店問係邊個送花畀我，點知原
來係花店送錯咗，送咗其他客人嘅
花畀我，我仲食咗啲朱古力，好彩
佢話唔緊要，之後花店再嚟調返轉
束花。」

余香凝唱

湯洛雯自爆曾收錯花

■新婚後的阿嬌身形圓潤不少
新婚後的阿嬌身形圓潤不少。
。
■Amanda.S 性感
亮相。

個唱再開四面台
側田望唱到 80 歲

■王大業(左)和菊梓喬(右)出席就職典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香港毛皮業
協會前晚舉行年度理事就職典禮，歌手菊梓
喬及余香凝獲邀擔任表演嘉賓。理事之一皮
草太子爺王大業（Andy）指大會創立 40 周
年，而他今年亦39歲，將踏入男人40不惑之
年仍單身，他表示終身大事會聽天由命，不
過即使拍拖都未必公開，想到結婚才講。Andy 又笑言父母都放棄他沒催婚，他只顧慮遲
生小朋友會有代溝。另談及往年曾出席晚宴
的表演嘉賓都很旺，如鍾嘉欣、雨僑和吳若
希不是結婚就是已生仔，他笑指可能旺女不
旺男。
余香凝前晚任表演嘉賓，她坦言心情很緊
張，主要是自己少唱 Live 的經驗，她獻唱了
提名金像獎最佳電影原創歌曲《陽光普
照》，她說：「一直好大壓力，睡覺每隔兩
小時就醒，這次當預演試膽量。」她又指現
每日練習很多次，因去年於金像獎上過台頒
獎，感覺舞台跟觀眾距離其實很近，觀眾的
每個表情都看得好清楚，所以會好驚，而自
己雖是個歌手，但演戲為主不夠專業，現唯
有當去演一個角色，當自己是天后容祖兒，
再投入角色淡定去唱。另有指過往出席毛皮
業協會晚宴的嘉賓之後都結婚生仔，余香凝
笑說：「不會吧，希望旺事業多一點，可以
多拍幾部戲，或者是在戲入面生仔啦！」

菊梓喬望年內開唱
另一表演嘉賓菊梓喬（Hana）
穿低胸晚裝亮相，她自覺穿得像
個新娘子，更笑言自己快將結
婚：「我有生之年總會結婚，但
要先等開完演唱會，希望今年
開到。」她坦言連坐300人的
音樂會也未試過，所以會先
試水溫才考慮紅館開個唱，
不會太過貪心。Hana 表示
最近也正努力運動增強體
力，希望練到馬甲線，最好
什麼「線」也出來，但唯獨
「事業線」，這則不能強
求，但她聽聞女人只要肯
努力，就可以「唧」出
來：「不過我不強求了，
不想把觀眾嚇倒！」
■余香凝前晚獻唱了提名金
像獎最佳電影原創歌曲《陽
光普照》。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慶全
李慶全）
）
側田 《My Beautiful Curse》
側田《
Curse》 演唱
會將於 6 月 14 日及 15 日在紅館舉
行 ， 記者會上
記者會上，
， 有側田兒時鍾愛
的卡通人物 Mr Bump 亮相
亮相，
，令他
驚喜萬分。
驚喜萬分
。
側田已是第 8 度於紅館開騷
度於紅館開騷，
，他
坦言希望能唱到 2056 年即自己 80
歲 ， 所以今次也想講故事
所以今次也想講故事，
， 並以
倒數方式，
倒數方式
，故演唱會將以他 80 歲
的模樣揭開序幕：「
的模樣揭開序幕
：「個
個 opening 會
好爆，
好爆
，爆過 80 歲，暫時先賣個關
子 。」
。」他又指世上很少歌手能夠
他又指世上很少歌手能夠
唱到 80 歲仍有人繼續聽他唱歌
歲仍有人繼續聽他唱歌，
，
不過健康也要容許，
不過健康也要容許
， 但這目標太
遠 ， 自 己 尚 有 40 年 ！ 側 田 說 ：
「 我都中年了
我都中年了，
， 也算身經
百戰經歷過高低起跌，
百戰經歷過高低起跌
，
我是個享受受傷的
人 ， 而且碰釘也是好
事，未來亦會再跌下
來，所以希望今次帶
出一點訊息，
出一點訊息
， 我沒資
格教人，
格教人
，但希望大家可
以思考一下！」
以思考一下
！」
側田今次是第二次
開四面台的個唱，
開四面台的個唱
，他
指新人時第一次開紅

館騷因為沒製作費 ， 當時就用了
館騷因為沒製作費，
F4 的舞台
的舞台，
，之後一直做
之後一直做3
3 面台
面台，
，他
也覺得 4 面台氣氛會較好
面台氣氛會較好，
，所以今
次會利用觀眾做佈景加入特效，
次會利用觀眾做佈景加入特效
，
畫面會像拍MV
畫面會像拍
MV般
般，此外今次會有
多個單位包括芭蕾舞團與魔術師
在台上表演，
在台上表演
， 自己則在背後唱歌
如在說故事般，
如在說故事般
， 構思是沿自拉斯
維加斯的大型歌舞表演。
維加斯的大型歌舞表演
。
側田表示希望唱到 80 歲，這令
他聯想到買保險問題，
他聯想到買保險問題
， 最近他看
到有份保險，
到有份保險
，若受保到 90 歲就可
以拿回雙倍保金，
以拿回雙倍保金
， 但他相信到時
自己也老到忘記了有買過這份保
險 ， 他亦不會為了這樣趕快結婚
生小孩，
生小孩
，來繼承這筆錢
來繼承這筆錢。
。

■側田見到兒時鍾愛
的的卡通人物，
的的卡通人物
，驚喜
萬分。
萬分
。

沒入圍金像獎 陳漢娜感失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
陳漢娜、黃璐、楊卓娜和陸駿光
等人前晚出席電影《G 殺》首映
禮，陳漢娜透露戲中與陸駿光發
生師生戀，雖然沒有性感場面，
但意識上頗為大膽。問到現實中
有否暗戀過老師，她笑道：「沒
有老師會這麼靚仔，只有戲中才
有的。」
《G 殺》獲得多個電影獎項提
名，惟獨陳漢娜未有金像獎提
名，她坦言有少少失望，說不失
望也是欺騙人，但認為台前幕後
都出了二百分力去做好，已經感
到非常開心。
身穿銀色閃裙、中門大開的內
地演員黃璐，笑言不算太性感，
獲提名金像獎最佳女配角的她，
笑稱會揀一件更性感的戰衣出
席。戲中飾演繼母的她不介意有
十多歲的子女，認為演繼母沒有

陳漢娜
年齡之分。至於有沒有信心在金
像獎中得獎，黃璐稱有信心，但
運氣也很重要，現場心情像賭博
一樣興奮，所以要着手開始找一
件靚衫出席盛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