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在峇里結婚的阿B，坦言今次補擺喜酒是希望
與好友相聚，因為覺得很多朋友和自己都經歷很

多，難得大家都非常支持他。對於張學友取笑他與太太
步入會場時即落淚，阿B笑道：「學友把聲真的很麻
煩，他一唱歌我就起雞皮，加上我很喜歡首歌（《First
Of May》）。」

認為上世已結緣
阿B表示於婚宴和太太都說出愛的宣言，范姜笑言因

為不停哭而忘記老公說甚麼。阿B稱有相士指他們在上

一世已認識，說道：「我們經歷了17年試婚，第18年
才結婚，好開心和有信心走在一起，其實個相士就是我
鍾鎮濤。」
B哥慶幸在范姜最漂亮的時候認識到她，他說：「當
然現在她也漂亮，她23、24歲時充滿陽光有大好前
途，但我就是人又老錢又冇的阿叔，但她都肯跟我，我
好似爭她一些東西，所以要結婚。」除此之外，阿B也
考慮到子女，因為女兒鍾懿見到同學的家人都有結婚
相，但自己父母就沒有，覺得很難向她解釋，所以會滿
足女兒影一黑一白共兩輯結婚相。

阿B點歌學友獻唱
提早離席的張學友表示，他要匆忙入場是因為要為阿
B入會場時獻唱《First Of May》，因為他已遲到來不
及做訪問，他說：「首歌是B哥揀的，我來到時都驚驚
哋，因為已經遲了。」學友稱阿B夫婦一進會場就已落
淚，他笑言自己上次在峇里婚禮上已經哭過，所以今次
不用再哭。至於為何單獨出席喜宴，學友指現場有很多
小朋友需要照顧，所以他就沒帶家人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2015TVB最受歡迎電視
廣告大獎》前日舉行首個公投活
動，藝員高海寧、樂瞳、沈卓盈
及許家傑齊出席並即場演繹候選
廣告。
高海寧（高Ling ）本身拍廣
告經驗不算太過豐富，也希望接
到洗髮水及護膚品廣告，即使拍
女性用品廣告也沒所謂，因每月
也需要用都很實用，自己一定有
心得。問會否肯穿泳衣拍廣告？
高Ling 表示也可以，她去年才
拍過瘦身廣告，但最好能早些通
知她預時間去keep fit。高Ling
現為新劇《愛情食物鏈》開工，

劇中她跟小儀均愛上陳智燊，另
她又與金剛及鄭子誠有感情關
係。她表示現實生活中未曾主動
追求男生，反之在讀中學時暗戀
一位男同學3年，最後也是沒開
花結果。

沈卓盈練馬甲線影寫真
沈卓盈現體重有108磅，最近
積極減肥為拍寫真，她指一直有
心願拍寫真留倩影，今次也只屬
私藏性質，好想拍到像一些日本
偶像派的寫真般「索」。會否全
裸拍攝？沈卓盈笑說：「不會
啦，都是吊帶、背心，最多也只
三點式泳衣，所以現要keep fit

想練出馬甲線。」
問到會否與男友一起拍？她即

煞有介事說不好提他，再問是否
之前被拍到二人爭吵男友一臉落
寞，是否感情出了問題？沈卓盈
強擠笑容說：「他認真的樣是這
樣，沒問題，我好開心呀，現我
會工作為先！」現回復單身？她
沒正面回答，只着記者不好常問
感情問題。但會否是感情有問題
才刺激到自己去拍寫真？她說：
「影寫真是我入行開始已想的，
現又到了3字頭！」拍寫真男友
有給意見？沈卓盈強調說：「無
人可以阻止我做任何事，我會自
己話事！」

香港文匯報訊 三十多年
前，雪梨為徐少強誕下徐偉
棟及徐頴堃。然而當年這位
未婚媽媽，卻沒有盡母親的
責任，把子女送往加拿大交
由外婆照顧。自小缺乏家庭
溫暖的兄妹們對媽媽非常陌
生，亦有不少誤解。在《帶
阿媽去旅行》的節目中，三
人結伴同遊新加坡，期望旅

程中可挽回失去多年的親情，修補關係。
雪梨坦言自己並不了解一對子女：「對上一次三母子一齊去旅行

已經係二十年前。咁多年我都無盡媽媽的責任照顧佢哋，好遺憾當
佢哋最需要我時，我唔喺佢哋身邊。」
旅程中，無論是參觀主題樂園，還是前往水族館，兩兄妹很自然
就走在一起，剩下媽媽雪梨在旁。儘管如此，雪梨坦承很愛這對子
女，亦很渴望有一天三人可以打破隔膜，無所不談。

徐頴堃認與母相處有難度
徐偉棟從小就要擔起爸爸的責任，照顧一家。「我同妹妹一直相依

為命，感情好好，佢令我有動力做好自己，成為一個好榜樣。有時佢
太纏身，朋友都誤會佢係我女朋友！」妹妹徐頴堃則坦言：「唔係好
識同媽媽相處，但我唔會因為童年經歷而害怕結婚生仔，相反，我好
嚮往結婚生小朋友，更希望將來擁有一個溫暖的家庭。」
雪梨直言今次的旅程令她既緊張又忐忑。她渴望親近子女，卻又
不知從何入手，直至她遇上人見人愛的海豚。三人前往聖淘沙海洋
生物園與海豚暢泳，其間雪梨被海豚逗得開懷大笑，海洋世界令她
暫時把煩惱放下，盡情享受與子女的玩樂時光。

新華社電內地導演徐昂，演員潘陽、姜瑞佳、張魯一，導演顧
長衛、張一白日前出席第7屆兩岸電影展開幕記者會。
當日，第7屆兩岸電影展在台北舉辦，《匆匆那年》、《一步

之遙》、《微愛之漸入佳境》、《諜．蓮花》、《河》、《十二
公民》、《狼圖騰》7部內地電影作品近日在台北展出，展期直到
本月27日，6月8日台灣方面選映的7部影片將在北京展演。

第7屆兩岸影展台北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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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方力申早前接受電台訪
問，大方承認先後與兩圈中人拍拖，與鄧
麗欣（Stephy）交往9年。早前，他們更以
情侶檔亮相王祖藍的旅遊節目，首度公開
兩人交往9年的甜蜜回憶兼拍拖血淚史。
小方坦言這次情侶檔亮相節目，事前連經
理人黃柏高（Paco）也不知情，「公司是
有反對，但由頭到尾都是我堅持想做這件
事，連Paco也不知。當然也因為祖藍，他

不會要求我們在鏡頭前做些不想做的事。其實，我們已經被傳媒影了
相，公開了關係，相信觀眾也想知道我倆有甚麼拍拖經歷。我不想只
是給別人的印象，我們只是熒幕情侶，我很想立體地呈現，讓大家知
道，藝人拍拖的辛酸史，或搞笑有趣的事，很想跟大家分享。」
2003年，小方與Stephy合唱《好心分手》第一次傳出緋聞。小方表
示當時因為大家很少接觸機會，而未有機會發展。但當問到小方當時
是否因為有另一個追求對象，才未向Stephy展開追求？小方甚有保留
的說：「當時是否有追求對象……我真的不記得了，因為是十幾年前
的事，總言之我沒有在同一時間，有兩個女朋友，都是一個（分手）
之後，隔了一段時間，有另一個女朋友。（換言之你在圈中先後有兩
個女朋友？）是的，是的，我真的不能再說太多了，我會死的。」

曾與兩圈中人拍拖
問他最欣賞Stephy哪些優點？他即鬼馬地說：「要說Stephy的優
點，真的有點為難，其實我最鍾意她沒有朋友，因為她是一個『宅
女』，其實在這娛樂圈，朋友圈子太細，會對事業發展有一定影響。
但她就是一個不願意結識新朋友的人，甚至我的朋友，她也不想認
識，我的籃球隊成立了三年，多次邀請她來，但她一次也不來看比
賽，總會找些理由不出席，她是很怕見人。但站在另一角度看，她少
應酬，生活也會簡單一點，我作為男友也會放心一點，因為會少接觸
其他人，你說對不對？哈哈！」
小方直言憧憬過35歲成家立室，「在我30歲時，曾經說過35歲結
婚，現在已是35歲了……所以不好設下時間表吧，因為我一向都不跟
時間表做事，哈哈！其實我同Shephy從來沒有討論過結婚問題，我們
是好『型』的，從來沒有提及這些事情。」

雪梨偕子女外遊修補關係

沈卓盈避談感情問題

高海寧曾暗戀男同學3年

中央社電台灣歌手蔡依林日前起一
連4天在台北小巨蛋開唱，每場吸引
1.1萬人朝聖。開場時，蔡依林化身
蛇髮妖姬唱《美杜莎》，深V馬甲裝
騷美腿，頭頂重約7公斤、造價台幣
400萬元的蛇髮頭飾，成功營造萬蛇
攢動逼真畫面；唱《I'm Not Yours》
時，巨型水晶骷髏頭從天降到台上，
蔡依林穿薄紗刺繡旗袍現身熱舞。
全場大合唱《倒帶》、《大藝術

家》時，蔡依林穿銀色長流蘇洋裝，
變身歌劇女伶。這次演唱會特技收
山，她特地小唱一段莫札特歌劇作品
《魔笛》的《夜后》，騷出勤練聲樂
成果。
唱到《日不落》，舞台變成歡樂海

底世界，蔡依林以金色立體貝殼紋禮

服亮麗現身；之後又扮成俏皮芭比，
唱《Dr. Jolin》、《舞孃》、《看我
72變》等歌。
蔡依林最後以「絕呸女神」造型登

場，雌雄同體的黑色燕尾服褲裝，演
唱《不一樣又怎樣》，她表示，只要
做自己喜歡的事，和別人不一樣又怎
樣，演唱會也播放1名坐輪椅女孩的
紀錄片，坐輪椅勇敢環遊世界，鼓勵
大家「不一樣又怎樣」，也把歌曲送
給同性戀朋友。
她說：「當你喜歡自己的時候，別

人也會喜歡你，要先從愛自己開始，
雖然沒有入圍女歌手，但是我入圍了
9項，這就是看自己怎麼想事情」；
當晚演唱會沒安哥，散場時播放蔡依
林重新詮釋的《晚安曲》。

蔡依林蔡依林攻小巨蛋攻小巨蛋
笑談落榜金曲歌后

小方最愛Stpehy夠「宅」

補影婚照滿足女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Robynn &
Kendy聯同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
電影課程學生，合作拍攝歌曲《Not Just
Another Girl》MV。拍攝陣容強大，超過
20名來自HKDI的學生和老師，花了超過
12小時拍攝。Robynn & Kendy說：「我
哋自己都做過導演拍片和MV，並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希望我哋的經驗和知識可以
幫到學生，大家互相交流。我哋好欣賞班
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幫我哋完成一個咁靚的
MV，後期電腦特效好重要，我哋自問未
夠班，做唔到這些效果。」

阿阿BB夫婦夫婦
入場即淚崩入場即淚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文

釗）鍾鎮濤

（阿 B）與

范姜日前在

君悅酒店補擺

喜酒，多位圈中好

友賞面出席，婚宴結束前，阿B夫婦

帶同四名子女鍾嘉浚、鍾嘉晴、鍾懿

及鍾幗，讓傳媒拍下全家福照片，阿

B也應要求多次親吻太太，場面溫馨

又甜蜜。到場獻唱的嘉賓張學友，笑

阿B與太太步入會場時已經落淚。

Robynn & Kendy新歌MV由學生掌舵

■■鍾鎮濤應要求鍾鎮濤應要求
多次親吻太太多次親吻太太。。

■雪梨與子女徐偉棟、徐頴堃結伴
同遊新加坡。

■小方不為結婚設下時
間表。

■蔡依林大騷火辣
身材載歌載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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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家一家六鍾家一家六
口在婚宴結束口在婚宴結束
前見傳媒前見傳媒。。

■■學友唱出學友唱出《《First Of MayFirst Of May》。》。

■右起：高海寧、許家
傑、沈卓盈及樂瞳即場
演繹候選廣告。

■■阿阿BB上台與賓客上台與賓客jamjam歌歌。。

■■梁朝偉梁朝偉、、曾志偉曾志偉、、
張學友張學友、、張家輝等一張家輝等一

班老友趁機班老友趁機
聚聚聚聚。。

■Robynn & Ke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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