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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計 健 康 三 點 式 面 世

▶阿佘向網
民派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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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佘願着自家泳裝

登港姐舞台

■阿佘樂
意穿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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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佘詩曼（阿
▶ 阿佘首次擔任
泳衣設計師。
泳衣設計師
。

佘）昨日以設計師身份出席泳衣騷。首次擔任
泳衣設計師的阿佘，設計了逾十多款泳衣，當
中包括三點式，阿佘表示只要感覺健康，公開穿
也可以，也考慮過贊助港姐競選，希望揀到她的設
計，也樂意穿上自家設計的泳衣上台行一圈，相信會勾
起當年選港姐的很多回憶。

阿佘雖然現場沒穿上自家設計，但都有向網民派福利，上載了兩張
泳衣照。問尺度是否比選港姐時大膽？她笑說：「也是正常，最

多也只是三點式，今次有一件頭和三點式，但我擺的甫士也不覺得是
三點式，只要感覺健康，公開着也可以！」
在選港姐之後，阿佘拍《無名天使 3D》時也穿過泳裝，她回想當
年選港姐時所穿的泳裝也很漂亮。問會否贊助今年港姐競選的泳
裝？阿佘表示該品牌的泳衣往年也有贊助過港姐，故此亦有考慮
過，只是港姐競選未定實現場佈景和選色，她笑說：「我都希望揀
到我的設計，我一定會好開心！」問會否也穿上自家設計的泳衣上
台行一圈？阿佘帶笑承諾：「可以着呀，不過未知，我自己想吧，
因為都勾起很多回憶！」

下個目標設計童裝泳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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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足球名宿米高奧雲
（Michael Owen）前日來港為客串演出的電影《漂洋
女孩》拍攝宣傳片。奧雲與導演林偉光一同接受訪問，
奧雲表示電影中的角色仍在跟導演研究當中，暫時保持
神秘感。
奧雲坦言到過亞洲很多次，亦得知亞洲電影很著名，
也有不少人問過他有否興趣拍電影，他說：「要嘗試過
才知道，永不會說不！」今次應好友邀請演戲，但有否
想演正派還是反派角色？奧雲指視乎導演的要求，合理
的都會考慮，當然能演回球員就最好。問奧雲又有否興
趣投資電影？他坦言這永遠不會知道，也感覺電影這行
業很特別，所以不肯定說不會，要是今次拍攝能令他有
所體會，也不排除將來有這可能。問奧雲今次是否撐老
友不收片酬？奧雲投資者好友表示一定會給予片酬，除
非對方都有份投資。

揚言人生中首下廚

而奧雲所拍的宣傳短片，主要是帶出這部電影於七月
中會進行新演員招募，如果成功通過招募考試，便有機
會跟奧雲在電影中合作。奧雲前日參與拍攝宣傳短片，
也是他首次於鏡頭前演戲，完成後的感受：「這不可以
當演戲，因為我不是演別人，而是演回自己，還是奧
雲，不過演出的過程很有趣，最難是要我講廣東話！」
奧雲指導演本想他講多一點廣東話，但最後他仍只講了
一句「唔好意思」，而這都要練了好一會。
此外，在宣傳短片中，又見到奧雲落廚整叉燒，奧雲謂
這真的是人生第一次，因為他從來不入廚，一生人未煮過
飯，他表示中國菜之中最喜歡叉燒，第一次煮叉燒原來不
是太複雜且很有趣：「我都煮得不差，很美味！」
導演林偉光透露今次電影將於英國取景，題材包含足
球元素，除奧雲會演出外，會從內地、香港及英國等地
選拔三女二男新人，當中要懂踢足球和音樂，而林導曾
拍 Y2K 短片，故也有意找回當年一班《Y2K 系列》的
「小朋友」重聚，余文樂、蔡卓妍、關智斌、方力申、
唐詩詠及談善言已答允客串，另林海峰於片中亦會與奧
雲切磋球技。

■奧雲(左)表示電影中的角色仍在跟導演研究當中。

■奧雲下廚整叉燒。

吳若希帶觀眾深探情趣酒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譚玉瑛、吳若
希（Jinny）、戴祖儀（Joey）、杜如風、鄺潔楹
及陳詩欣等昨日出席無綫新節目《8 個香港》宣
傳活動，節目會以八位女性角度深入介紹香港。
譚玉瑛表示今次繼續飲飲食食，負責最在行
的飲食部分，最難忘是介紹酒配美食之好去處。
她又跟 Jinny 及 Joey 去葵涌廣場掃街，因從未去
過，覺得好有趣。
Jinny 表示因香港地少人多，節目中她會深入
介紹香港不同的情趣酒店，以解決空間及土地問
題：「我會帶大家去唔同房間，幫兩公婆、情侶
發掘唔同嘅地方畀佢哋發揮。（當中有冇係你嘅
私竇？）等公司發掘。（去過未？）我同老公喺
屋企都有足夠私人空間，如果過兩年覺得佢悶先
去培養感情，暫時都未悶。」問到對情趣酒店的
主題喜好？Jinny 大笑話：「浪漫對女人好重

要。（使唔使要水床、圓床、有好多鏡？）呢啲 佢，有同佢聯絡夾着咩衫，見佢同 Alfred（許廷
太Old School，我屋企都擺唔落水床，自己冇乜 鏗）打麻雀，Alfred 仲諗住當佢魚腩咁劏但失
特別喜好，鍾意私人啲、屬於自己嘅嘢就得。」 敗。」
身旁的 Joey 就提醒 Jinny：「水床好易爛，穿咗
搞到成地都係水。」Jinny 即笑問她是否有去
過？Joey即解釋：「我係聽講過，有新聞講過啲
水床好易穿，所以好危險。」再問到 Jinny 去情
趣酒店拍攝時可會感尷尬？她坦言都有點尷尬：
「有去啲高級、平價酒店，雖然係朝早拍，但見
到樓下有好多燈箱，出入時啲人會望多兩眼。」
至於 Joey 就會去青年人喜愛的貼地地方，來
自馬來西亞的她，帶了 Jinny 食馬來西亞菜，並
即場致電爸爸學講馬來西亞話，再教Jinny。
明日 Jinny 就會聯同胡鴻鈞（Hubert）飛美國
開騷，早前 Hubert 拍劇撞傷頭入院，Jinny 指他 ■右起：戴祖儀、吳若希、譚玉瑛、杜如風、鄺
身體狀況 OK，可以如期開騷：「我冇再去探 潔楹及陳詩欣宣傳新節目《8個香港》。

小 Justin 向湯告魯斯挑機隻揪
香港文匯報訊 現年 25 歲的加拿大男歌手 Justin
Bieber 前日突然於 Twitter 發文向 56 歲的湯告魯斯
（Tom Cruise）宣戰，打算在「終極格鬥錦標賽」
（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UFC）對打。
小 Justin 說道，「我想要挑戰湯告魯斯，在八角擂
台對打，湯告魯斯，如果你不接受，代表害怕了，你
會永遠對這件事耿耿於懷。」還特別標注了 UFC 的
◀小Justin前日突然下戰帖。 網上圖片

許靖韻承諾港騷挑戰跳舞

奧雲客串演宣傳片 不排除涉足電影業

今次阿佘共設計了二十多款泳衣，但她指設計真的是門學問，想像與
真實是有段距離，所以最終只有十多款可以面世。而她下一個目標是設
計童裝泳衣，可以給十個契仔契女穿上一起行騷，記者着她也穿泳衣帶
着契仔契女齊齊行騷，她笑指可以考慮。
另外，阿佘最近於內地拍攝古裝劇《燕雲台》，今次與唐嫣合作，她苦笑由
於有動作演出，加上要在炎熱天氣穿三層紗的古裝如焗桑拿般，感覺是有點吃
力，而且還要一直拍到十月中。

香港文匯報訊 許靖韻（Angela）日前在台北舉行
首次台灣音樂會。當日，Angela 特別翻唱《說好的
幸福呢》、《後來的我們》、《K 歌之王》等耳熟
能詳的曲目，並帶來新歌《原來我們都一樣》，首
度獻唱給台灣歌迷。Angela 更在現場彈奏 Bruno
Mars 的 《When I was your man》 ， 展 現 精 湛 琴
藝。而日前得知開唱消息，因《歌手 2019》同台而
相識的戰友畢書盡也表支持，在網上呼籲大家進場
支持。Angela 的藝人好友們都紛紛現身支持，包括
同為《創造101》練習生的台灣歌手林珈安、以及新
歌 MV 男主角到場支持，Angela 更大爆男主角擁有
令人驚呼的身材，邀約歌迷一起到他的 IG 欣賞肌
肉。
台北音樂會順利圓
滿落幕，Angela就馬
不停蹄回港準備將於
8 月舉辦的個人音樂
會，也因應台灣歌迷
要求，之後會在香港
音樂會加入跳舞環
節，努力回應歌迷的
願望。
■許靖韻向台灣歌
迷派心。

總裁Dana White，詢問願不願意準備這場賽事。
由於小 Justin 和湯告魯斯過去沒有交惡或交集，因
此網友都好奇小 Justin 怎麼會想下此戰帖。湯告魯斯
比小 Justin 大 31 歲，有網民甚至嘲像是兒子和爸爸對
打，雖然如此，但大部分網友卻反而對湯告魯斯有信
心，因湯告魯斯始終在銀幕前身手不俗，倒是小 Justin 似乎有點不自量力。隨後，小 Justin 再發文稱湯告
魯斯沒照計劃行事，還上載二人對打的惡搞片段，片
段中最終湯告魯斯打贏小Justin。

陳智燊旅行必揹背囊有因

■陳智燊與宋熙年夫妻檔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
植） 藝人陳智燊（Jason）及
宋熙年（Sarah）夫妻檔於尖
沙咀出席旅行喼品牌活動。
兩人經常拍攝旅遊節目，活
動上，兩人分享如何快速準
備行裝及挑選行李箱的貼
士，更以比賽形式展現其執
喼的看家本領。談及旅行時
必備的袋款，Jason「放閃」
表示：「我一定會帶背囊，
因為可以騰出雙手拖住 Sarah
和抱住囝囝 Damon。」Sarah
聽到後除了甜笑外，亦透露
會與囝囝為「新晉父親」慶
祝父親節兼送上驚喜，Sarah
表示 Jason 每日攬住囝囝已很
開心，到時會簡單食飯，Jason 直言沒有太大感覺：「以
前都唔會慶祝呢啲節日，之
前母親節都係好臨時 book 枱
食飯，禮物仲候補中，有好
多搞笑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