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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高海寧（高Ling）與

龔嘉欣 10 日到香港將軍澳出席《 Popeye×Betty Boop

Xmas Kitchen》，二人吸引不少“龍友”圍觀拍照，高

Ling更無懼“限性感令”穿上吊帶低胸裙谷胸上陣，而嘉

欣就封胸只輕露纖腰。

高Ling與嘉欣又即場炮製特色便當及調製健康特飲

給現場觀眾試飲評分，結果一面倒投高Ling一票，搞到嘉

欣假裝不高興，而當高Ling俯身時，現場閃光燈即閃個不

停。

高Ling受訪問時透露近日患上感冒未癒，但晚上仍

要為新劇《BB來了》拍攝一場淋雨戲：“天氣又轉冷還

要拍通宵，我帶了好多暖包同保鮮紙。”問到緋聞男友

鄧智偉可有關心她？她甜笑說：“他好忙，不過也有。

（認戀情？）朋友好忙，問來問去我都只有這一個，我

好專一。” 她表示聖誕節要忙於拍攝劇集，要拍到明年

三月中，也沒時間選購禮物及外遊，她又笑說：“兩個

人一齊如果開心，每日都是聖誕節。”默認與男友感情

穩定。

問到會否下廚煮聖誕大餐？她謂雖然自己會煮飯，但

卻很少為別人下廚：“留給將來老公，反而我試過他煮豉

油雞，很不錯。（他會探你口風喜歡吃什麼？）他每次煮

不同菜式，中西式都會，最好吃的還是鼓油雞，（綁住你

的胃？）暫時煮的都挺好吃，希望可以維持。”

龔嘉欣埋怨過Lonely Christmas
嘉欣表示近日正忙拍《堅離地愛堅離地》，早前生日

也要在工作中度過，更被黃心穎掌摑了三巴掌：“拍之前

心穎已同我說過如果打到不好意思，這場戲NG了三次，

共摑了三巴掌，她每打一巴掌就同我講句生日快樂，大家

都笑我這個生日好特別，我也是第一次拍戲給人扇巴掌，

之前都是我扇人，不過被人扇壓力沒有那麼大。”嘉欣又

主動提到與干弟弟吳業坤（坤哥）的緋聞：“近日好多人

話我是坤哥正印，他雖然靚仔，但不是我杯茶，姊弟戀不

適合我。”問到聖誕節將如何慶祝？嘉欣埋怨沒人邀約，

可能要一個人過寂寞聖誕，又可能衝動起來一個人去旅

行，她說：“成日想凍冰冰有人攬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
釗）汪明荃10日以香港防癌會

委員身份出席防癌日宣傳活

動，同場的趙增熹則擔任活動

大使。阿姐表示一直有留意防

癌知識，自覺因工作關係令運

動量不足，老公羅家英就比她

勤力，閒時會打高爾夫球和踢

足球，她就會跑步和到健身室

做伸展運動。

今年聖誕阿姐與家英哥都

會留港，因家英哥做總監的粵

劇演出將開始，透露形式上會

加入童話、寓言故事等教育元

素，不一定會穿傳統戲服，希

望藉此吸引小朋友和家長，看

反應再決定有何增減。

提到剛完成的籌款節目

《歡樂滿東華》被指卡士較以

往弱，阿姐表示節目意義比較

重要，《東華》已成深入民

心，成為市民的生活之一，每

年市民的捐款力量都很強，她

說：“當然有更多藝人參與就

更好，但明白大家有其他工

作，我也不是每年都參與到，

但今年我的項目都籌到約6百

萬港元，成績不錯。”阿姐更

讚揚東華副主席王賢誌很落

力，建議如要邀請更多藝人，

就要現在開始做聯絡，像她做

自己的特輯都要親自邀請好多

朋友。對於無線公佈員工今年

可獲至少一個月花紅和加薪

2.5%，阿姐表示不知情，笑言

不知合約藝員有沒有份，也忘

記去年有否加人工，但相信有

鼓勵士氣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
一連兩場的側田《Chapter Free

Concert 2017》世界巡迴演唱會首

站—香港站，9日晚已於紅館圓

滿落幕，座無虛席。

開場時，側田戴着黑超及穿

上印有自己英文名的紅色閃外套

出台，加上十多人的樂隊伴奏，

唱出《我有今日》為個唱揭開序

幕，接着一口氣唱出多首熱爆金

曲，帶起萬人K迷大合唱。

然後，側田唱出JW的《矛

盾一生》。換上白色西裝的側

田，與多位性感女舞蹈員以歌舞

劇形式唱出《B.O.K》、《紅地

毯》、《爽》，配上為個唱設計

的graphics，三重視覺享受，free

style得來很party。

自爆曾令Kelly不耐煩
個唱中段，舞台上的大熒幕

中間空降天橋到台上，側田行住

唱出《命硬》，掀起高潮，他為

香港站特別編排了一段勁歌mel-

ody，跳唱多首廣東跳舞經典快歌

《煞科》、《眼睛想旅行》、

《餓狼傳說》和《心急人上》

等，直到《大日子》嘉賓陳慧琳

（Kelly）升上台中，和側田勁歌

跳唱，全場尖

叫。為了站在

Kelly 身邊，側

田自備了小木箱

並站在箱上，對

住 Kelly 笑言：

“我終於高過你

喇。”

演 唱 會 完

畢，側田說到請

來 Kelly 任 嘉

賓 ， 他 表 示

2002 年做幕後

已開始幫過對方，“Kelly是自己

第一個錄音的 super star，很緊

張，記得有一次因為雷頌德沒有

空，所以自己幫Kelly錄音，有一

part叫她再唱一遍，但見她開始

有點不耐煩，自己因為這樣不開

心了幾日，不過可能Kelly都應該

不會記得，好難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無線台慶

劇《溏心風暴3》眾演員包括夏雨、李司棋、

關菊英、黃翠如、岑麗香、陳敏之等人10日

到商場宣傳，與香港市民近距離接觸。席間大

考各人對茶餐廳點菜術語，結果外國長大的香

香半個也不認識，只知道“汪阿姐”就是“熱

咖啡”。

日前蕭正楠公開投訴女友黃翠如的廚藝

差，回家沒飯吃之餘，更要他煮飯給她像餵雀

仔，翠如聞言反擊道：“我要保留追究權利，

我只是煎爆過一次雞蛋，因為用鍋不熟悉，廚

具要用熟一點會比較好。”翠如更否認自己是

“地獄廚神”，說：“他幫我建立了這個形

象，他死定了！我一陣會打電話去說他。其實

只是他對吃的要求高，所以才緊張一些。”問

翠如有何拿手小菜可出場面？她表示普通煮一

餐飯也可以，甚至蒸魚也難不倒她，說：“我

妹妹現在開了臨時餐廳，我會去學一下煎魚

的，我以前是做飲食節目的，他誹謗我。”另

外，翠如曾透露有意去探訪自己助養的兒童，

她表示聖誕應趕不及去，而且要深思熟慮帶什

麼物品，她說：“因為很多東西都不建議帶，

如糖果、朱古力他們很少接觸，怕他們吃完會

想再吃，所以都是帶文具或紙類物品較好。”

香香愛找老公傾訴
香香雖然不懂港式茶餐廳術語，但扮侍應

捧餐盤卻似模似樣，她解釋在加拿大有做過

part time侍應，所以捧餐盤難不倒她。提到好

友王君馨自稱曾抑鬱致暴食症，香香稱好友的

私事不宜談論，相信每人都有情緒困擾的時

刻，她自己就會多做運動、煮食來減壓，尤其

煮食後看到製成品時很有滿足感。香香笑稱有

老公後多了一個傾訴對象，事無大小都會找他

傾訴，覺得二人之間應沒有事不可談。

由於劇集在內地可率先欣賞，致非法下載

數量甚為嚴重，夏雨和其他演員都呼籲市民要

從正途欣賞劇集。夏雨說：“身邊好多朋友都看了盜版，

看完就不會看TVB，影響收視。”劇集在內地、香港已突

破3.6億點擊率，夏雨坦言不知點擊率多少才算好，希望會

愈來愈好，稍後他也會到深圳宣傳此劇，希望有更多內地

觀眾認識他們。提到資深演員江漢離世，夏雨稱雖然私下

少聯絡，但工作上交流就不少，讚對方為人好和沒有架

子。

讚鄧智偉廚藝了得

高海寧默認戀情

Kelly任紅館尾場嘉賓 側田“增高”襯佳人

阿姐認運動量不及家英哥

反
擊
男
友
否
認﹁地
獄
廚
神﹂

翠
如
揚
言
蒸
魚
煮
飯
無
難
度

■二人即
場調製健
康特飲給
觀眾。

■■高海寧高海寧((右右))1010日的性日的性
感度搶龔嘉欣的鏡感度搶龔嘉欣的鏡。。

■■汪明荃汪明荃

■Kelly高人一
等，側田努力
墊高減差距。

■■劇集在內地劇集在內地、、香港已香港已
突破突破33..66億點擊率億點擊率。。

■■黃翠如黃翠如((右右))與岑麗香為與岑麗香為
《《溏心風暴溏心風暴33》》宣傳宣傳。。

■翠如緊捧
餐盤。

周慧敏和基仔先在桌球室為橢圓

形桌球檯主持開球禮，兩人切

磋球技把紅波入洞寓意“搶紅”，但見

Vivian球技不俗，不過最後由基仔險勝，

基仔將功勞歸功太太說：“也是剛好瞄到

太太變得溫柔（指用力恰當)。”之後眾人

便移步到四樓為婚宴場地剪綵，現場特地以

Vivian和倪震結婚時互攬的婚紗照做佈景，當

基仔提議兩人擺出同樣姿勢時，倪震即拉開話

題，反叫基仔趁聖誕節“造人”，其後基仔、

劉兆銘和郭秀雲聯手起哄要兩人擺回這姿勢

時，亦不得要領，顯得有點害羞。

錫婚計劃開P慶祝
Vivian和倪震一起接受訪問，問到他們是否

重拾結婚感覺，倪震說：“這個真的是結婚場

地，可以提供律師一站式服務，後年1月5日是

我們結婚十周年，時間很快過，到時真的想邀

請朋友一起來慶祝，不是要擺百餘桌，最重要

是一班朋友聚下，（會否再影婚照？）大家見

我未在演藝圈很久，在鏡頭前很生硬，並非

我的強項。”在旁的Vivian笑說：“拍不拍

由我做主。”問到下月5日的九周年結婚紀

念日可會慶祝，Vivian表示：“到時要為

一月演唱會綵排，應該沒有時間，如果他想慶祝

都可以。”倪震笑言：“不要阻礙你工作。”

Vivian續說：“我們都有共識，不會在特別日子刻

意做些什麼，即興驚喜都會有，但不想有指定動

作。”當年倪震在Vivian演唱會以“豹貓”造型

驚喜現身，他今次又有什麼新搞作，他笑說：

“我在台下支持，暫時未收到總監基仔的指

示。”

說到Vivian在個唱中會重現當年“迫爆上

圍”的宮廷服，Vivian謂：“不會是當年那種宮廷

服，一月已經好冷，保暖最重要，太少布唱不到

歌。”問到倪震是否接受不到太太的性感宮廷

服，他笑說：“她怕冷，我見到以前慈禧太后都

着包到上頸的宮廷服，不過Vivian會有分數。”

Vivian和應說：“我也不是走性感路線。”

倪震說會否上台由總監安排，問到基仔會否

作出安排？他說：“他肯的話，我真的會安

排。”提到性感宮廷服，基仔稱：“她當年的宮

廷服令大家深感震撼，除了我之外，歌迷都好期

待這一幕重現，所以開會時幾經游說，知道她不

是很抗拒，我也是為大家謀福利，在設計上可以

再想，今次是Vivian的30周年，希望有些特別想

法，到時會安排Vivian在舞台上吊來吊去，名副

其實‘吊高來賣’，她應該不恐高沒有問題，

（Vivian是否所託非人？）她整個人都很開心，像

我一樣活潑。”當說到倪震催他聖誕節努力“造

人”，剛於今年三月結婚三周年的基仔反駁說：

“他八周年來催個三周年，哈哈。”

經典宮廷服有望重現舞台經典宮廷服有望重現舞台

周慧敏周慧敏被被基仔基仔
““吊高來賣吊高來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倪震投資的第三間桌球室及提供

“一站式”服務的婚宴喜慶場地10日同步舉行開幕禮，身為老婆的

周慧敏（Vivian）以一身紅色裙打扮現身，兩人如同一對新人模樣，

更邀得老友古巨基、劉兆銘和郭秀雲做剪綵嘉賓，倪震預告和太太

Vivian在2019年的十周年結婚紀念，將會在這個場地舉行慶祝派

對。而為Vivian擔任一月演唱會總監的基仔，則透露幾經游說下，

Vivian已答應把當年的經典宮廷服重現舞台上，大家拭目以待。

■古巨基、劉兆銘和郭秀雲等做剪綵嘉賓支持好
友。

■■桌球賽最後由基仔險勝桌球賽最後由基仔險勝。。

■■周慧敏與古巨基主持開球禮周慧敏與古巨基主持開球禮。。

■倪震與太太周慧敏
如同一對新人現
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