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韓國星級夫婦
Rain與金泰希今年年初完婚，事隔4個多月，昨
日再傳喜訊，宣佈造人成功，預料年底榮升父
母。金泰希昨日透過所屬經理人公司發聲明報
喜，指目前已經懷孕15周，短期內會好好專心
養胎，努力準備做為一個家庭的妻子和母親的計
劃。經理人公司又透露夫妻倆對此非常開心。
算一算，Rain與金泰希可能是在峇里島度蜜
月時造人成功，其實金泰希3月曾接受韓媒訪
問，表示雖然有許多傳聞指出已懷有身孕，但當
時親口否認：「我也希望真的懷孕，但絕對沒
有」，如今傳出好消息，認真可喜可賀。另外，
有韓國資深記者爆料指，金泰希婚後搬進Rain
的家裡與老爺奶奶同住，她很享受每天早上為家
人做飯的平凡生活。而Rain對她也呵護備至，
特地花錢請人幫她分擔家務，幸福指數爆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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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漢文8月騷唱「滄海遺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

江若琳、鄭俊弘、湯寶如、鄭敬
基、 龍貫天及陳明恩等昨日出席
「耆英饑饉8小時」音樂會，為一
班長者打氣。
蜜運中的江若琳容光煥發，提
到「生煎包王子」蕭潤邦（Os-
car） 更是笑容滿面，她透露和男
友剛開始發展了幾個月，說到兩
人不時在網誌「放閃」，她笑
說：「十年先第一次，由我啦，
忍吓， 慶幸今年工作重心放在香
港 ，大家可以多些時間見面相
處。」問到兩人是否已同居？ 她
尷尬說：「唔係，只是爭取多些
時間見面。（在男友家過夜？）
好聽一些是爭取多些時間見面，
你哋想得咁污穢，唔好再問
啦。」
江若琳大方說：「男友已見過
家長，覺得他人品好好，（男友
趁母親節行外母政策？) 沒那麼進
取。」之後她不慎自爆跟男友拍
拖出埠旅行，大家笑她要小心，
她即道：「唔會啦！（好安
全？）救命呀！我哋好健康，都
係陽光海灘，游水、早餐、shop-

ping，做情侶會做的事。」
鄭俊弘被指身形脹爆不少，他
承認早前返加拿大探親狂食下重
了多磅，問不是有愛情滋潤變肥
仔？他說：「不是，因家人弄了
很多美食給我，女友何雁詩覺得
可以接受，但粉絲和公司同事要
我極速減肥。」
另外，對於舊同事關淑怡明天上
庭，湯寶如說：「咁大件事唔搵
佢住，希望佢沒事，吉人天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落
選港姐單文柔早前被拍到與陳展鵬在
車廂密會，昨日這對緋聞男女在無綫
活動上首次同場，但就拒絕一同接受
訪問，會後陳展鵬更第一時間離開錄
影廠，留低女方單獨接受訪問。相比
之下另一對緋聞情侶馬國明、黃心穎
就大方得多，不單影合照還一起接受
訪問。
單文柔對於陳展鵬不肯跟她一起做
訪問，她就解釋可能對方剛巧有事
做。她又稱事前與展鵬沒有溝通，不
知對方拒絕一同做訪問。問到她跟展
鵬進展如何？她說：「認識緊，了解
嘅朋友，認識一輪覺得幾好、唔錯，（有冇唔好嘅地方？）我鍾意欣賞
人好嘅一面。」問到可知展鵬過往的情史？她說：「報紙會睇到，都
冇乜特別，（有冇被展鵬嘅情史嚇倒？）例如呢？呢個冇過問。」不過
她坦言都知展鵬曾有過亞姐女友。

被展鵬撇下 單獨受訪
單文柔仍讚男方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露肩上陣的人妻岑麗香，表示可能
在手機程式中教大家瘦身、減肥餐
單，或者教網民化妝、Set頭。至
於可會叫埋老公強強一齊分享
sweet 嘢？她笑說：「開頭應該唔
會，我有諗過搵埋老公一齊做，我
見過有 blogger 叫老公幫自己化
妝。」說到點擊率高的藝人有錢
賺？香香認為是好事，多一個方法
搵錢，又可以做下生意，跟粉絲多
些接觸。
高海寧（高Ling）自言鍾意食，可
以在程式內介紹美食，又可以給自己
藉口去食嘢。問到會否放性感相增加
點擊？她笑說：「可以考慮吓，最近
自己做運動減肥，可以拍片分享點樣
可以食好多嘢又可以有好身形。」她
又謂都有打算在網上賣銀器首飾，因

為爸爸識做銀器生意，貨源冇問題，
但一直不懂怎樣收錢。她更已想好出
動埋爸爸拍銀器首飾製作過程，而她
因為不懂畫畫及設計，細佬都識畫
畫，再交畀爸爸整。笑指她出賣全家
人？高Ling笑說：「唔係出賣全家
人，係家族生意。」至於會否唱歌表
演？她自言無謂獻醜，或者可以同網
民對戲。
龔嘉欣今次會為 big big channel
拍煮食節目，會在家中拍食消夜，
因為她愛食消夜。跟好友姚子羚同
居的嘉欣，笑言現與對方是「半同
居」: 「我都想佢快啲嫁，但冇理
由女仔出聲，交返畀男方講。（子
羚恨唔恨嫁？）我唔可以代答，
（佢返得嚟多唔多？）佢開工都會
返，因為近公司！幾好呀，有兩頭
住家。」

香香擬找老公做網上直播

江若琳否認與男友同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梁漢
文（Edmond）、譚嘉儀、丹麥樂隊
Michael Learns to Rock前晚為薛家燕
等主持《流行經典50年》錄影，家燕
姐以紅色裙現身，相當搶眼。
Edmond現正為8月舉行的演唱會揀
歌，今次會挑選在過去4次演唱會少唱
的「滄海遺珠」，早前他做直播時也有
徵詢歌迷意見，「不過歌迷有好多奇怪
選擇，大家好似互鬥揀些少唱的歌曲，
到時我都會顧及現場投入感去中和件
事，最重要想表達在不一樣的地方做不
同演唱會，會要求自己帶給大家一個超

級靚聲演唱會，因此請來一位日本靚女
負責聲音工程，以最好聲讓大家享
受。」他又表示這次跳舞部分不多，會
以另類方式演繹快歌。
此外，譚嘉儀和林師傑傳出緋聞，
她表示：「這新聞很搞笑， 沒片沒
相，無端端話我同他一齊，事實上同師
傑是好好朋友， 大家是兄弟情，經常
互窒對方。師傑知我單身，常取笑要幫
我徵婚，跟師傑及其女友歐陽巧瑩都稔
熟，我和巧瑩也有傾過這報道，大家笑
完就算， 只是自己估不到第一次傳緋
聞竟是林師傑呢！」

■梁漢文(右一)、譚嘉儀(左三)擔任演出嘉賓。

■江若琳指男友已見過家長。

■ Rain 與
金 泰 希 年
初完婚。

昨日出席記者會的藝員眾多，企頭
排當眼位置的有黎耀祥、陳豪、

陳展鵬、馬國明、黃智賢、王浩信、
田蕊妮、黃翠如、朱千雪、岑麗香、
李施嬅等，同場還有首度登場的big
big channel「大明猩」跳舞。
big big channel是將傳統電視、社

交平台及手機應用程式集於一身，網
羅藝人、歌手，及中國內地、日、
韓、台灣等地網絡紅人，隨時隨地直
播及上載影片，同時全台六百位藝員
又會化身KOL分享美容、美食、校
園、親子、音樂及旅遊等熱爆資訊，
藝人並會親身分享最新動向、生活實
況及獨家消息，用戶亦可以即時互動
留言，同時又會開創娛樂專區，與藝
人互動，齊齊打麻雀、打遊戲機及唱
K等，還可以將影片與朋友分享。

請百人應付新媒體
會後杜之克及余詠珊二人一起接受

訪問，余詠珊表示big big channel是
一個新媒體，所有內容都是重新做，

等於開多了一個新的TVB一樣，程式
內除了會有藝人麻雀大賽、網上遊
戲、直播及藝人與用戶互動外，亦會
有幪面歌手表演，讓用戶猜猜歌手是
誰，網民亦可跟藝人齊齊合唱及做對
手戲等。為了big big channel公司增
添了一百名員工，很多新人類，負責
寫稿、拍攝及剪接等。余詠珊又指藝
人可透過直播時網民送花、送心心賺
錢，他們亦趁今次同很多廣告商合
作。問到可怕跟內地直播網站有競
爭？余詠珊說：「我哋呢個新平台現
在喺巿面上未有過，有直播亦有好多
內容唔係直播，裡面有好多藝人KOL
做唔同節目，將來可能有內地的人參
與。」
杜之克則表示近年網上廣告投放增

長會愈來愈大，他們會同廣告商合
作，而big big channel的投資金額亦
難以估計，他說：「我哋都會有網
劇、短篇故事在apps播放。（目標吸
納幾多用戶？）目標係年底一定要有
一百萬。」余詠珊就表示希望一年內

希望有超過三百萬用戶，而他們亦會
陸續幫藝人開獨立戶口做直播。

心穎稱只識煮早餐
緋聞情侶馬國明與黃心穎昨日出席
發佈會，心穎表示不介意與馬國明在
網上合唱，跟fans合唱都有興趣，但
相信馬明會怕醜些。馬國明自認歌喉
不好，又表示都曾聽過心穎唱歌。
問到心穎會否教下廚？她說：「我
都唔識煮飯，只係識煮早餐，（學煮
幾味？）做咗家庭主婦都會學吓。」
至於馬明就認為TVB藝人好犀利，有
好多技能，例如朱千雪讀法律就可以
跟人解答法律疑問，有些同事做生意
好叻就可以分享做生意心得，至於他
自己就未想到有什麼可以分享，不過
他對球隊都有些認識，可以跟大家講
波經。
二人稍後會到橫店拍劇，逗留個半
月，馬明表示會買定消暑用品。會否
幫心穎買？心穎說：「唔使喇，我喺
網上『淘』咗成間屋上去，如電飯

煲、雪櫃都有，（唔識煮飯買飯
煲？）可以整all day breakfast，我有
問馬明使唔使幫佢買，佢話唔使。」

無綫過百藝員力推big big channel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無綫旗下過百位

藝員，以及無綫節目及製作副總經理杜之克、非

戲劇製作助理總經理余詠珊昨日出席《big big

channel全球體驗發佈會》，會上眾人大喊口號

「6．23全球體驗 7．23全球啟動」，正式宣佈全

新免費應用程式大台網big big channel將於7月

23日推出，並於6月23日開始讓觀眾率先體驗下

載。在發佈會上，黃心穎表示不介意與馬國明在

網上合唱，但相信緋聞男

友怕醜難成事。

■展鵬在活動完結後一支箭離
場。

■單文柔(右)跟胡定欣好姊妹黃智
雯、李詩韻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

■■王君馨晒小蠻王君馨晒小蠻
腰腰。。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邵佩詩這身打
扮都相當性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陳凱琳穿上
露肩裙現身。

■岑麗香考慮搵埋老
公做直播。

香港文匯報
記者彭子文攝

■高海寧計劃做
「家族生意」。

■馬明與心
穎齊受訪。

■■過百藝員現身造勢過百藝員現身造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攝彭子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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