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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沒有這麼高價值。提到找壯男相伴去旅行，紅姑笑謂自己已很壯了，無須異性朋友在身旁。

）前晚出席鐘錶珠寶品
JC

也有儲少許珠寶首飾，也常有機會佩戴價值千萬元首飾，甚至過億元的也戴過，而她所收藏的

Jessica （
C.

牌開幕活動，紅姑穿低胸紅裙露「事業線」襯一身價值六千萬元的鑽飾，閃爆全場。紅姑坦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鍾楚紅（紅姑）與名模

赴陝西錄影遇大風雪
杜德偉靠杯麵充飢

自認從小到大也很「腌尖」的鍾楚紅，挑選珠寶
都是一樣，不適合的一定不會戴上身。而珠寶

方面她較喜歡寶石，看見五顏六色的寶石和翡翠就會
非常開心。問到以前周遊列國時會否去搜羅寶石？紅
姑笑說：「都會呀，但現在心情不同了。不再只去
Shopping，反而會多體驗人生和做慈善工作！」

想赴耶路撒冷朝聖
談到今年農曆新年會否出埠，她表示考慮中，不
過感覺家裡很舒服，應會留港過年。紅姑已算環遊
過世界，但她指仍有很多地方還未去過，像南美有
很多漂亮的風景，有很多特別物種的動植物都值
得一看；又像聖城耶路撒冷，都希望去一趟。
不怕當地政局混亂嗎？紅姑說：「其實聖城
裡面不會亂，去朝聖反而不會太擔心，有時會
是一些不好的新聞或是有危險的消息傳出，
令人看了會害怕，其實在裡邊是沒事的。就
像我去法國，一個人覺得很寧靜，也沒事
發生，朋友會擔心說歐洲很亂，但都只是
新聞令人好驚，不過當然自己都要警惕
啦！」記者提議她找個壯男陪伴，紅姑笑說：
「不用啦，我不夠壯嗎？我好壯了！」
Jessica C.懷孕四個半月，腹部微隆
的她仍穿低胸裙並穿四吋幼踭高跟
鞋，當記者恭喜她時，她笑說：「多
謝，我現在好開心，原本我們有試過
很多次想再懷孕，但一直未有進展。
不過到計劃舉行婚禮，打算之後才再
造人，卻又在婚禮前發現懷第二
胎！」問到 BB 的性別？JC 立刻轉移
話題：「不如欣賞我身上的珠寶首飾
啦，其實希望將 BB 性別保持神秘，之
後一定會公佈！」JC預產期為6月，問
到女兒 Tessa 是否知道將有個弟妹？JC
笑指女兒知道有些東西在媽媽肚裡面，
間中會走來吻一下媽媽的肚皮。

■姜麗文(右二)稱會帶男友給爸爸秦沛過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薛家燕、黎小
田、曹永廉及湯寶如主持的《流行經典 50 年》
日前進行錄影，今集邀得杜德偉（Alex）、吳業
坤、姜麗文、王梓軒及糖妹等擔任表演嘉賓。杜
德偉將十首經典快慢歌串燒起來，更特別排舞演
出，相當專業。
Alex表示日前到陝西韓城為中央電視台春節聯
歡晚會錄影，但卻遇上大風雪，行程受阻，他先
飛到西安再轉到各處，奈何大風雪影響要改行小
路，坐足八小時車。在濕滑雪地加上路程顛簸，
確實危險，由於天寒地凍，抵埗後已很肚餓，連
平日覺得不健康的杯麵都要拿來吃，到表演完畢
立刻漏夜坐傳統的火車離開。Alex笑言最難忘是
往韓城時人有三急，去到茅廁前眼見已被冰封，
感覺像入了雪櫃般，但也沒理會，只好閉氣盡快
解決。至於農曆新年，Alex透露會偕太太及歲半
兒子到上海探親，今次將是兒子首次
坐飛機，是他人生的第一個大挑戰。

JC暗示正佗男B
至於老公安志杰就更開心，因他猜中
BB性別，是他夢寐以求，就像美夢一般；
JC此話即暗示BB的性別是男生！她計劃稍
後會再影大肚寫真，還會跟女兒一起拍攝。
談到前天 JC 穿高跟鞋出席活動，會否覺得
危險？她笑說：「女兒比高跟鞋更危險吧！
我第一次懷孕時，穿過更高的高跟鞋，且有
更多擔心。其實覺得時間過得很快，會好好
享受與女兒獨處的時光！」問女兒有否吃
醋？她笑言也有點的，但相信她會是個好
好的大家姐，因她向來好Sweet。JC表示
女兒是在芝加哥出世，這一胎會留在香
港生產，主要是女兒就快兩歲要上
學，希望她能學懂獨立。
對於留港生產的決定，JC 坦言有
開心有不開心，不開心是家人不
在自己身邊，但開心的是現在真
正有自己的家庭了！

■紅姑表示會留港度歲
紅姑表示會留港度歲。
。

■鍾楚紅稱不需要壯男在
旁，因她自己已夠壯
因她自己已夠壯。
。

《誇世代》商場播大結局
陳豪認劇情天馬行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李思
穎）陳豪（阿 Mo）、田蕊妮（阿
田）、邵美琪、龔嘉欣、江美儀、吳
業坤（坤哥）、關禮傑等一眾《誇世
代》演員，前晚齊齊在商場睇大結
局，並進行《誇到盡接觸》直播。無
綫副總經理（節目及製作）杜之克、
戲劇製作助理總經理曾勵珍、監製陳
維冠均有出席。
阿 Mo 和阿田一起受訪，二人對劇
集大結局同告不捨得，前者表示：
「一班演員建立了好的關係，多了
一班新朋友，最可惜是張繼聰來不
到，知他很想來。」阿田和應說：
「真的可惜，今（前）晚歐陽震華
和李佳芯都沒出席，Bobby 應在內地
演出舞台劇來不到。」問到結局後
會否再約出來吃飯？阿 Mo 即說：
「實有慶功宴，其實平時都好多聚
會，飯局多到吃不完。」問到兩人
會否乘機在台上拉票？他們異口同
聲希望《誇》劇奪得「最佳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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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至於個人獎項便隨緣，最重
要是對自己有信心，絕不能失信
心。阿 Mo 睇好「三哥」苗僑偉得視
帝，阿田則看好馬國明，因她亦有
追看對方演出的《降魔的》。
說到《誇》劇結局內容天馬行空，
阿 Mo 笑言：「我拍劇以來，都算最
天馬行空一次，講到我會大肚生仔，
正好有機會讓男人嘗試生仔滋味。這
套劇創意無限，拍完結局時都有質疑
劇情是否可行，希望觀眾會喜歡。」
吳業坤和麥明詩在結局最終會走在

姜麗文讚秦沛好爸爸

■鍾楚紅稍為性感一下出
席珠寶首飾品牌活動，
席珠寶首飾品牌活動
，她
近況依然很不錯。
近況依然很不錯
。

■ Jessica C.即使佗住
C. 即使佗住 BB
仍穿高跟鞋，認真貪靚
仍穿高跟鞋，
認真貪靚。
。

■麥明詩
麥明詩((右)無意和吳業
坤(左)傳緋聞
傳緋聞。
。

一起，坤哥笑謂：「好可惜，只得結
果，中間沒有拍拖過程，好想拍些浪
漫場面，希望下次有機會。」

姜麗文、吳業坤、王梓軒及糖妹為
《流行經典50年》錄影，由於
節目於大年初二播出，因此各
人衣都充滿喜氣洋洋感
覺，並大唱賀年歌。麗文獲
爸爸秦沛到來撐場，她笑指
爸爸是其頭號粉絲，不過她
同樣是爸爸的頭號粉絲，
無論唱歌或演戲，爸爸從不
會說她的不好。她說：「他
是個好爸爸，好支持我和哥
哥，是一個熱愛家庭的男
人。」
笑問若找男友也要像爸爸那
般？麗文笑說：「絕對是！我
好早已帶男友給爸爸過目，因
相信他的眼光，跟住是哥哥、
姜大偉和爾冬陞叔叔。爸爸好
Nice，即使不順他意也不會直
接說，最多會叫我看清楚
先。」她指試過帶男友回
家，爸爸見到男友後沒出
聲，媽咪告之其實爸爸是好
滿意，所以她識男友帶去
■杜德偉不久前在內
見家長時，笑言是去過五
地被大風雪難倒。
地被大風雪難倒
。
關斬六將。

雷莊𠒇
未敢叫男友赴港發展

麥明詩嫌棄坤哥棚牙
麥明詩則唱反調：「好慶幸同坤哥
沒有親熱場面，我知坤哥緋聞多，又
怕惹來他的女粉絲不滿。今次最多僅
是拖手和繑手。」問可會接受親嘴鏡
頭？麥明詩一臉嫌棄指坤哥棚牙不
齊，提議最好她彈鋼琴，坤哥唱歌，
最好不要傳緋聞。

■雷莊
雷莊𠒇
𠒇(左二
左二))為華姐才藝表演稍賣關子
為華姐才藝表演稍賣關子。
。

■《誇世代
誇世代》
》前晚大結局
前晚大結局，
，一眾演員在商場和市民一齊觀賞
一眾演員在商場和市民一齊觀賞。
。

梁佩瑚關心更年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前港
姐梁佩瑚及張啟樂前日在新城電台宣
傳首次合作主持的節目《身．醫．管
II》，梁佩瑚笑言被張啟樂歧視，因平
日主持節目時對方都不望她一眼，但
當有女嘉賓在場他即時態度改變，張
啟樂只好無奈否認。
梁佩瑚錄完 12 集醫學節目後，她也
長了知識，跟朋友飯聚時可以扮專
家。張啟樂即伺機爆拍檔非常關心更
年期，其中一集講婦科病，她特別要
醫生講解更年期的徵狀，梁佩瑚解釋
只是身邊有同齡朋友出現更年期徵
兆。二人看似常在鬥嘴，但卻又想再
合作，亦已聽聞有機會添食再錄新一 ■梁佩瑚(左)關心婦科病；旁
為張啟樂。
輯節目。

■ 陳豪
陳豪(( 左) 和田蕊妮
和田蕊妮(( 右) 對
今屆視帝各有心目中人選。
今屆視帝各有心目中人選
。

校長力推廣東歌企劃 廣邀年輕一代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 「廣東歌 50 周年企劃」記
者會前天假廣州羊城創意產業園舉行，一開
場就向各大媒體講述廣東歌 50周年的來源與
歷史，以至是次企劃的理念及活動內容參與
細則，為招待會揭開序幕。
其後，評委向雪懷和林敏驄到台上分享廣
東歌的來源與50年的歷史，再邀所有評委及
「校長」譚詠麟上台合照。之後便到環球高
層上台，以鑼及鎚作禮物贈予校長，寓意今
次企劃將會敲得響噹噹，可獲圓滿成功。據
知今次企劃旨在向各界邀歌，參賽者的作品
將有機會收錄到校長今年發行的全新個人專
輯中，校長希望能藉此契機，推動年輕一代
投入廣東歌創作，傳承廣東歌文化，成就下
個輝煌的里程碑。
是次活動由即日起至 3 月 11 日接受廣東歌

曲提交，無論完整曲詞樣本、單份曲樣本或
單份詞樣本都一概受理，但每位參加者最多
只能提交作品一份。為促進作品誕生，倘若
單曲樣本於最終一經採納，主辦單位會安排
資深填詞人為歌曲執筆；倘若最終採納的是
歌詞樣本，亦會安排資深製作人為歌詞進行
作曲及編曲。

■譚詠麟
譚詠麟((中)前天為
前天為「
「廣東歌
廣東歌50
50周
周
年企劃」
年企劃
」展開啟動儀式
展開啟動儀式。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應屆港姐雷莊
𠒇 、何依婷、黃瑋琦、張寶欣日前出席《歡樂滿
東華 2017》頒獎晚會，將代表香港參選華姐的
雷莊𠒇 ，透露秘密練兵來應付才藝表演環節，望
到時給大家驚喜，所以現不能透露表演內容。
農曆新年雷莊𠒇 會留港與外婆一起度新歲，她
說：「我都好喜歡下廚的，之前聖誕都做了特別
餐給男友，不過他一定是讚好吃，我反而希望他
給我一些意見，知自己是有進步空間。」雷莊𠒇
稱男友因工作關係，不會赴港陪她過農曆年，最
快也要到夏天時才見。「都慣了兩地相隔，選港
姐時都有三個月沒見，我對我們很有信心。」會
否提議男友赴港發展？「因他是做牙醫，如來港
發展要重考一次牌照，且他仍要讀六年書，到時
看看我在TVB的發展如何再打算。」
同場的莊思明笑言忘了為男友楊明拉票角逐
「最佳男配角」和「飛躍男藝員」，她稱會把握
機會叫同事投票支持，因有些獎項只限同事參
與，到時她會捉住對方的手來投票。笑稱男友多
次提名「飛躍」時，莊思明笑道：「證明他仍後
生，是好事。」至於家姐莊思敏在《溏心風暴
3》的「反白眼」演出大獲好評，莊思明說：
「她平時生氣或激動時就會這樣，不過在家中媽
咪反白眼才是第一，家姐只排第二。因媽咪是口
才很好的人，她可『一輪嘴』講說話，完全沒空
間反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