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王君馨昨日在婚紗展上行婚紗騷，她打頭
陣出場，卻三度差點仆倒，認真險象橫生，到她換上第二套魚尾婚紗出
時，又因魚尾裙腳太長險些絆倒，她無奈大步踢開裙腳，行貓步變操兵般
才得以行完全程。
君馨受訪時笑着說：「我都抹一把汗，真要步步為營，踢腳這一招是參
加選美時學韓國小姐的，我之前只試穿過婚紗，沒試過行騷，當中有一套
婚紗我都喜歡，但經過今次的經驗，將來穿婚紗前面都要改短一點。」至
於男友有否求過婚？她表示希望男友在港先找到工作，彼此能在同一個地
方生活再作打算。君馨笑說：「我跟男友憧憬的婚禮也不同，他會想我紥
辮踩着單車行婚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周秀
娜、雨僑及簡淑兒昨日出席餐廳開
幕，由於剪綵儀式在餐廳門外進行，
周秀娜看到傳媒逼在馬路採訪也替大
家感到危險，而她穿上白恤衫透白Bra
亮相，烈日當空下她都苦笑說：「我
的汗好像沖涼般，應該會瘦幾磅，我
今朝剛巧有水腫。」
周秀娜指前晚從北京回港時遇上航
空管制，延誤了六小時才上到機，此
行她是撐新歌手師妹陳永馨，娜姐坦

言自己歌藝不濟，平時又沒練歌，故
也沒信心公開唱歌，怕不夠專業，唱
歌時驚大家一聽就走。
娜姐將於年底接拍內地一齣時裝愛
情劇，這段時間休息去過曼谷旅行，
更有去按摩，可是卻給按摩師嚇了一
跳，她說：「按摩期間我睡着了，但
感覺突然心口涼涼的，原來個女按摩
師把毛巾拿走幫我按胸，真的給嚇
親！」她指也是第一次遇到這情況，
笑問以前男友有否按過？她笑謂也沒
有，大家不要胡亂聯想吧！
雨僑談及與男友羅力威感情正常發
展又穩定沒多大風浪，不過結婚問題
仍需要研究一下，除了處理好手頭上
工作，結婚也要兩個人都懂得煮飯，
但她指男友炒蛋會變廁紙蛋，而自己
腸胃不好，吃了怕會肚瀉，至於她的
廚藝未算很好，起碼煎蛋也入得口。
現年27歲的簡淑兒有份參演劇集
《愛．回家之八時入席》，最近人氣
急升的她被傳整容，她即場按着鼻翼
力證沒整容，並表示只是拿她選美時
的幾張相出來就這樣講，她又強調連
微調都沒有，她曾答應父母不會整
容，可能到幾十年後她才會作出考
慮。

香港文匯報訊
梁詠琪（Gigi）昨
天 到 桃 園 棒 球
場，為Lamigo桃
猿隊開球，獲得
全場球迷、歌迷
熱烈歡迎。桃猿
副 領 隊 浦 韋 青
說，球團去年就
與 Gigi 取 得 聯
繫，原本總冠軍
賽就想登板。
昨天的觀眾席

上，除了主場球
迷外，還有Gigi的歌迷後援會到場助
陣。球場賽前播放《膽小鬼》等Gigi
經典歌曲，主場投手王溢正就是粉絲
之一，可惜為了準備先發，無緣指導
偶像投球，他只能找空檔合照。至於
負責指導Gigi投球的球手指，當他看
到Gigi本人，即讚嘆對方比想像中高
挑。
Gigi站上球場演唱歌曲，不時與觀
眾席上的球迷互動，開球時雖然提前
落地，仍然獲得全場掌聲。Gigi受訪
時表示，只練了10分鐘，能夠投到已
經很滿意了，希望自己的開球可以為
主場球隊振奮士氣。她又透露，今次
非第一次為比賽開球，她笑着說：
「十幾年前來台灣開球過一次，但十
幾年過去，我都忘記怎麼投了。」

王君馨行婚紗騷如操兵

周秀娜泰國遭「胸襲」

■■君馨三度差點仆倒君馨三度差點仆倒。。■■王君馨首次行婚紗騷王君馨首次行婚紗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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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
全）楊千嬅前晚參與《暗中作
樂2016》音樂會演出，為配
合「黑暗」主題，穿上一身黑
色裝扮。千嬅表示之前綵排都
是關上燈漆黑一片，那一刻自
己也很緊張和欠缺安全感，不
過也感覺到有人在其身旁的，
所以演出時都是全程坐着唱
歌，都有點緊張和害怕，但為
工作沒辦法，最驚還是停電和

被困升降機。
問千嬅有否帶兒子丁進諾一
同感受黑暗？她表示沒有，因
估計他會害怕，畢竟他年紀太
小不知發生何事。千嬅表示兒
子下星期便開學升讀K2，而
他逐漸長大，已經看穿她，千
嬅笑說：「他會驚爸爸多一
點，我喝住他時他會窒一窒，
但過了三秒就知沒料到會繼
續。」她指試過爸爸不准許他

玩玩具，
他就待爸
爸離開後
立刻去拿
來玩，當
她示意不
能玩時，
兒子就答她「爸爸都不在這
𥚃 」。笑問兒子是否似她多說
話？千嬅笑說：「似我講說話
沒尾音，好驚呀！」

梁詠琪
赴台為棒球賽開球

湯唯昨晚宣佈在香港誕下女兒，母女平
安，女兒更非常健康！湯唯在朋友圈寫

道：「Hello，向大家報告，我卸貨了。前天
我在香港順利產生（產下）了個女兒，3.41公
斤（約7.5磅），很健康，因為她的哭聲是全
院第一嘹亮，感謝我的母親，父親，感謝泰勇
（老公金泰勇），感謝Doris和每個保護她順
利出生的人，感恩！」據知，湯唯已經出院，
現和韓籍導演老公在港湊B。

嘉欣囡囡鼻高嘴細
另一「女神」鍾嘉欣近日為老公Jeremy順

利誕下愛情結晶品，昨早嘉欣在微博發佈囡囡
照片，正式向外界報喜，並跟大家介紹她的名
字叫Kelly，暱稱「乖乖」，重7磅5安士。嘉
欣雖然沒明言BB的出生日子，但就自爆囡囡
是獅子座猴B，即B女是在7月23日至8月22
日的其中一日內出世。
嘉欣留言道：「HELLO!爸爸媽媽話大家一

直都好關心我，我終於可以同大家正式打個招
呼啦！我個名叫Kelly. 或者大家可以叫我既
（嘅）暱稱『乖乖』，因為媽媽爸爸成日都話
我好乖。我係一個獅子座猴B，7磅 5安士
重，希望大家可以welcome me to the world！

Plus, give me some growing up privacy.（此
外，希望大家可以給我一些私隱！）謝謝」。
見相中的B女鼻高高嘴細細，不少網民紛留
言大讚BB遺傳了嘉欣的優良血統，擁有美人
胚子，將來可以學似媽媽去選美。

君馨未能抽空探嘉欣
嘉欣的好姊妹王君馨昨日現身婚紗展，對於

嘉欣生了B女，君馨稱獲知消息即在網上恭喜
了嘉欣和BB ，但因她抽不到時間探望嘉欣，
希望《巨輪2》宣傳時對方能回來跟她們一班
好姊妹重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由馬國明、黃翠
如、岑麗香、梁烈唯、黃心穎與江欣燕等人主演
的無綫新劇《為食神探》昨日到商場宣傳，眾人
分組玩遊戲用口咬百力滋傳遞芝士圈，場面搞
笑。
鍾嘉欣昨日公開初生女兒的照片，岑麗香笑言
終於不用為好友再守秘密，她說：「我只知道嘉
欣生BB，但不知道確實日子，恭喜她和BB，希望
她身體健康，BB肥肥白白。」香香稱很期待與BB
見面，視乎工作安排能否抽空去探望，她說：
「希望愈快愈好，想抱BB和她玩，做不做契媽就
要等嘉欣揀。」笑問香香有沒有也恨做媽媽，她
稱暫時未有，也享受玩別人的BB做babysitter。
馬國明也大讚嘉欣的BB好得意，也希望嘉欣將

來會回來拍劇，因為他們仍未曾合作過，他說：
「我跟嘉欣提過，我們在TVB仍未合作過，講到
她現在都結婚生BB。」馬國明又稱會為BB準備精
心禮物，原來是送BB衫贈券讓嘉欣去挑選。至於

何時到馬國明成家立室，他謙稱事業未有成不敢
多想，但也不會因想拍拖而去拍散拖，需要找一
個能長久一生一世的另一半。
黃翠如與男友蕭正楠日前一同到北京工作，但
因航班延誤，回港後要立即開廠，所以機上全程
都沒與男友傾偈，爭取時間休息。提到翠如有份
拍攝網劇《使徒行者2》，她表示屆時要出埠拍
攝，與周柏豪、袁偉豪會有感情線，最開心能與
偶像宣萱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早前盛傳鍾嘉欣已在加拿大誕B，但消息一直未

獲當事人證實，昨早嘉欣終於在網上上載愛女的照片，跟大家介紹愛女的名字叫

Kelly，暱稱「乖乖」。另湯唯昨晚宣佈誕下小公主，更透露囡囡很健康，因為她的哭聲是全院第一嘹亮的，十分搞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
釗 ） 朱 千 雪 、 袁 偉 豪
（Ben）、劉佩玥（Moon）
與森美等人昨日錄影《你健
康嗎？》節目，正在熱播的
無綫劇《城寨英雄》今晚大
結局，Moon和Ben都大表不
捨，日前一幕伍允龍死去，
未能與 Moon 白頭到老，
Moon希望這幕能成為新時代
的電視經典。
對於劇集叫好叫座，Moon
多謝觀眾由頭到尾都很投
入，雖然劇中與伍允龍沒有
好結果，但對觀眾來說是很
大的衝擊，她說：「大家都
以為有happy ending，但原來
死得咁震撼，希望留下深刻
的烙印給觀眾，成為一幕經

典。」笑指她戲外與伍允龍
可再續未了情，Moon笑道：
「不是說一句半句就行，感
情事都是隨緣，暫時我們也
不是真的，不過跟他合作很
開心，觀眾又喜歡這一對，
感覺很窩心。」袁偉豪也稱
劇集結局篇情節很催淚，看
完也感到很心翳，笑問他有
否與女友岑杏賢邊看邊相擁
而哭，Ben笑道：「沒有，要
攬都攬秋姐（元秋）。」Ben
坦言自己演技仍有進步空
間，開心吸納不少小朋友粉
絲，現在街坊見到他都會叫
他「牙佬」。問到劇集有沒
有帶挈他賺外快，Ben說：
「都有，可能有關於牙齒的
廣告，如果客戶有需要，都

想和花曼（王君馨）再合
作。」
朱千雪就表示在節目中要

考她的記憶力，幸結果也屬
正常。她說：「因為要在短
時間內記數字，與平時讀書
或記對白不同，所以都有難
度。」剛完成大學課程的千
雪開心地表示收到通知正式
畢業，到 11 月就會行畢業
禮。問她會否繼續進修，她
表示要先儲學費再進修。

大讚嘉欣B女好得意

馬明未敢想成家立室

千嬅呻囝囝不聽話

劉佩玥望與伍允龍愛情戲成經典

■■袁偉豪袁偉豪 ■■劉佩玥劉佩玥

■■馬國明和岑麗香恭喜嘉欣誕下馬國明和岑麗香恭喜嘉欣誕下BB女女。。■■眾人用口咬百力滋傳遞芝士圈眾人用口咬百力滋傳遞芝士圈。。

■梁詠琪開球時
贏得全場掌聲。

■楊千嬅

■■嘉欣歡迎愛女來到嘉欣歡迎愛女來到
這個世界這個世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嘉欣為老公嘉欣為老公
JeremyJeremy 誕下愛誕下愛
情結晶品情結晶品。。

■■有指湯唯和老公現在港照顧有指湯唯和老公現在港照顧BBBB。。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湯唯當日佗
B受訪時仍然相
當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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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 遺傳
了媽媽鍾嘉
欣的優良血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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