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南亞版

菲律賓版2016年12月8日（星期四）■責任編輯：鄺御龍 ■版面設計：張景光8 文匯娛樂娛樂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 廖碧兒(Ber-
nice)日前到新加坡出席「第21
屆亞洲電視大獎頒獎典禮」，
身穿胡杏兒品牌Kevolie戰衣現
身的Bernice性感高貴，翡翠綠
水晶羽毛晚裝配以近千萬元鑽
飾閃爆全場。

因兩童星感窩心
Bernice今屆是憑劇集《Lion

Moms》角逐「最佳演員獎(男/
女主角)」，雖然最終不敵新加
坡演員Carla Dunareanu，但有
份獲提名Bernice已大表興奮，
還特意打扮靚靚以示尊重。她
坦言難忘在《Lion Moms》的
演出：「這套劇是我首次飾演
兩位小朋友的母親，每日開工
都聽到『囡囡』叫『媽咪早
晨』，十分窩心，變成家人一
樣！每次她們來港都會探我，

真希望再跟她們合作！還有，
我在新加坡拍劇的幾個月裡，
生活得很開心！今次亦是我首
次獲亞洲電視大獎提名，可算
是對我演藝事業的一個肯
定！」有指《Lion Moms》明
年將開拍第二季，Bernice大有
機會可「一家團聚」。

廖碧兒性感爭亞洲視后

香港文匯報訊 劉佩玥(Moon)前
日出席一個手袋品牌活動時，表
示剛剛拍畢TVB的新劇《降魔
的》，她很開心能夠與馬國明、
胡鴻鈞等人合作。對於被指是今
個月無綫頒獎禮「飛躍進步女藝
員」的熱門人選，阿Moon謙虛地
表示：「其實沒有這回事，所有
入圍的人本身都是很好的朋友，
都知道大家是一樣付出了許多，
下了很多心機，所以平常心。不
管是大熱還是黑馬，先做好自己

先。」

澄清陳瀅僅替人慶生
另外，有關好友陳瀅近日的緋

聞，阿Moon說：「那一晚其實是
該男孩生日，我們只是去找一找
他，大家做朋友是好的。現在我
們『四個女仔三個Dry』，當然見
到Grace(陳凱琳)這段關係如此穩
定，都很替她開心。我自己就事
業剛起步中，所以還是專心工作
先吧。」

小齊接受訪問時，表示已經預留
時間明年落場參加單車百萬

行，今次拍檔由謝安琪換了陳嘉
寶，他笑言都是因為喜事。Anjaylia
坦言能跟小齊合作，又可參與慈
善，着實非常開心。

當兵時曾穿絲襪保護
由於向來較少踩單車，故Anjaylia

也會特別加緊訓練，看看能否踩足全
程。至於小齊，他曾試過在台灣環島
踩單車，有踩數百公里的經驗，今次
十多公里也只屬小兒科，不過他笑

說：「踩單車pat pat和尾龍骨會好
痛，因為單車椅很細，所以不可穿內
褲。試過有女生穿T-Back踩單車，結
果磨到pat pat很痛，我們說像『燒
襠』一樣。所以以前當兵，會穿女性
絲襪打底保護，我們不是變態呀！現
在才較好可穿legging。」
問Anjaylia會否遵照小齊的指示，

不穿內褲上場？她即表現得有點尷
尬說：「那麼刺激？我不知道呀！
但小齊哥這麼正路，都會效法一
下！」小齊繼續認真地說：「我不
是講假的，張椅很細，要小心裝
備，十多公里還可以穿的。自由選

擇吧！不強求的！」而騎電單車跟
單車比較，小齊表示是兩種不同的
境界，電單車速度高，單車踩起來
較辛苦，但卻可以多些時間去思
考。

最先知道阿公做老竇
另外，當談及蘇永康(阿公)快將做

爸爸時，小齊笑言自己應是第一時間
知道的，不過他向來口密，才沒跟任
何人提起，也怕小孩子會「小器」。
問有否向阿公傳授生仔秘方？小齊笑
說：「他都已經有了，要是湊小孩的
經驗，也可以交流一下！」

劉佩玥想做好自己劉佩玥想做好自己
能入圍已高興能入圍已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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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博愛單車百萬行2017」將於明

年3月5日舉行，活動大使任賢齊(小齊)及愛心之星陳嘉寶(Anjay-

lia)前日齊齊出席記者會，二人更即場踩單車合共籌得40萬元善

款；原本同樣擔任大使的謝安琪則因正在安胎而未有出席。席間小

齊教路不應「打底」去踩，弄得Anjaylia
當場有點尷尬！

陳嘉寶代孕婦謝安琪上陣

香港文匯報訊 林欣彤
(Mag)前日到九龍灣出席大型
眼鏡連鎖店舉行的活動，同
場還有一眾年輕歌手與藝人
如黃思迦、伍倩彤、曹敏
寶、張子丰、歌莉雅和陳綺
雯等。歌而優則演的Mag自
加入王祖藍工作室後，機會
不斷，上月更初嘗拍電視劇
的滋味，目前她仍為明年推
出的無綫新劇《老表，畢業
喇！》日以繼夜地開工。
Mag慶幸劇中有多位資深演
員前輩相伴，讓她能從中偷

師，她更常在家中對鏡練習
演技，希望處女作不會令外
界失望。
當Mag知道自己獲邀出席

活動時，感到受寵若驚，她
笑言：「我今日試了眼鏡
後，發現雖然我面圓圓，但
其實都能配合許多不同類型
的眼鏡。所以其他跟我一樣
的女孩無需擔心，包包面都
有很多選擇的！」Mag又試
戴了近年大熱的oversize太陽
眼鏡，她笑指戴上後「面龐
看來會立刻變瘦的！」

林欣彤為《老表》趕工
喜跟前輩合作可偷師

香港文匯報訊 近年人氣急升的韓國型男高庚杓，已
落實稍後將首度來港跟本地粉絲作近距離見面，他將聯
同吳業坤、王君馨、馮允謙、少女標本及A2A出席本月
31日假銅鑼灣一商場舉行的「2017 Shine Forever除夕
倒數派對」。
當日下午，高庚杓會在商場與粉絲互動及主持倒數儀

式，共迎閃亮新一年。他憑去年的熱播韓劇《請回答
1988》及剛播畢的《嫉妒的化身》等劇集大受歡迎，今
次襲港定必吸引粉絲到場支持。屆時高庚杓將大唱冧歌
及邀請現場觀眾上台，大玩貼身遊戲，並送出禮物及大
拍甜蜜合照，相信支持者不會錯過這次難得機會。

高庚杓首度來港迎2017

香港文匯報訊 寰亞傳媒集團繼與
韓國天團 SUPER JUNIOR、EXO
合作後，再與韓國樂壇攜手合作，
破天荒推出首個在韓國組成和培訓
的「純粹韓團」UNIVERSE(世界少

年)，並在台灣正式出道，留台長駐
三個月專心宣傳。有別於以往的韓
國偶像在韓國出道後，再轉戰亞洲
其他地區的做法。

成員 IL、詩勳、蒼空、勇勇、旻

鎬的新歌《UNI-verse你的名字是
我唯一的詩》的中文版MV，特地邀
請台灣人氣女神李毓芬擔任女主
角，並專程飛到韓國拍攝。MV在接
近零度的京畿道取景，弱質纖纖的
毓芬雙腳更被凍至近乎紫色，但她
也不喊苦，更不眠不休成功趕在24
小時之內完成拍攝。

無保母車只有悠遊卡
為了出道，UNIVERSE將會長駐

台灣三個月， 他們表示心情既緊張
又期待。寰亞傳媒為訓練他們成為
最親民樸實的團隊，在台期間除出
席大型活動外，公司不會為他們準
備保母車，而是每人一張悠遊卡。
在一般的媒體宣傳通告和平時出
入，也只准他們乘公共交通工具，
讓他們體驗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 由霍汶希擔任總製片人兼監製，葉偉民執導，
文雋監製與編劇，並由葛優、謝霆鋒、鄭容和、唐嫣、白冰、
杜海濤、王太利、詹瑞文、衛詩雅等藝人合演的新片《決戰食
神》，已鐵定2017年賀歲檔(1月28日)內地、香港同步上映。霆
鋒更率領英皇群星包括容祖兒、李克勤、古巨基、TWINS、林
峯、陳偉霆獻唱電影主題曲《團圓飯》，為影片增添更多歡樂
賀歲氣氛。《團圓飯》是一首國語賀年歌，集結中、韓一線音
樂人作為班底，而霆鋒則力邀一眾英皇同門合唱，並藉歌詞傳
達出與親友團圓的歡樂氣氛，非常切合電影濃濃的人情味。

UNIVERSE進軍台灣 找李毓芬幫手

霆鋒領軍唱好《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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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佩玥如同小公主一樣可人劉佩玥如同小公主一樣可人。。

■■男團男團 UNIVERSEUNIVERSE 找找
來李毓芬來李毓芬((中中))拍拍MVMV。。

■■謝霆鋒謝霆鋒((左左))率領群星為率領群星為
《《決戰食神決戰食神》》獻唱主題曲獻唱主題曲。。

■■高庚杓將來港和粉絲共迎新年高庚杓將來港和粉絲共迎新年。。

■■林欣彤近來忙於拍攝林欣彤近來忙於拍攝
《《老表老表，，畢業喇畢業喇！》。！》。

■■廖碧兒這條裙非常廖碧兒這條裙非常
有睇頭有睇頭。。

■■廖碧兒衣着相當性感廖碧兒衣着相當性感，，可可
見她對頒獎禮非常重視見她對頒獎禮非常重視。。

■■小齊指他很早便知蘇永小齊指他很早便知蘇永
康的太太有喜了康的太太有喜了。。

小齊踩單
車

小齊踩單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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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齊明年將會親自
小齊明年將會親自

落場踩單車
落場踩單車。。

■■任賢齊任賢齊((右右))稱稱「「無底無底」」踩踩

單車才不致屁股痛
單車才不致屁股痛。。■■陳嘉寶代替有孕的謝陳嘉寶代替有孕的謝

安琪出席活動安琪出席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