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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容祖兒（Joey）剛結束日本行的單
獨之旅，她自爆此行有艷遇，遇一名外國男士上前搭訕，Joey 笑指對方

■祖兒自爆
獨遊時蝦碌
事不絕。

手法太普通，加上面對陌生人時自我危機感高，最後她敷衍幾句了事；
不過，她直言獨遊上癮，更希望每年單獨去一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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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信惠跟在場傳媒
Privé》展
品牌Chanel《Mademoiselle
覽香港站11日晚在元創方舉行，出
席開幕派對的世界各地名人有品牌大使、
美國歌手 Pharrell Williams、名模 Cindy
Crawford 女兒 Kaia Gerber、電影《出貓
特攻隊》女主角 Chutimon Cheungcharoensukying、韓星朴信惠、台灣女藝人
許瑋甯、香港有容祖兒、方大同、朱千
雪、竇靖童、方大同、徐濠縈、周汶锜
等，星光熠熠。

嫌搭訕者手法普通
Joey 無懼寒意穿上露肩短裙現身，
日前剛從日本獨遊返港的她大談這八日
的糗事：“我去了東京和一個郊區地
方，第一次單獨去旅行留下好好經驗，
其間糗事不絕，好似錯過班車時間，一
個人拖住兩個篋，行樓梯時，不慎把成
個篋跣落樓梯，着實心裡暗地歡喜，正
合我意，當然道德上不行，意外的話就
接受。又試過拖住兩個篋去洗手間，為
免遺失便把篋拖進廁格，卻關不上門，

朱千雪
讚男友有品味

我即神力上身，把兩個篋疊起，去完廁
所成身汗。”
她再自爆吃飯時被一名外籍男士
撩：“對方用一般手法，我不是好滿
意，他見我放在枱面上的相機，問我是
什麼牌子，我心想他的手法好普通，基
於禮貌有回應他，對方繼續說怕不曉得
用，我話我會用你都會用，便終結話題
自顧聽音樂，他都不是我杯茶，加上在
人生路不熟的地方，危機感較重，不想
跟陌生人搭訕。（不怕劉浩龍擔心？）
自己擔心自己。（有否告知他？）誰
呀？不要談這些。”

Joey 繼續暢所欲言說日本行：“有
日踏單車去看日落，回程時已天黑，自
己便疑神疑鬼，似被人追蹤，沿路上不
停尖叫壯膽。（有否告知男友？）無。
（會日日找你？）不需要，獨遊就是不
想交代太多事情。（有否報平安？）應
該有都有。（師兄可能不放心你下次一
人遊？）我已上癮，應承自己每年去一
次當獎勵。”旅程中，她先遇上王菀
之，之後再碰上 C 君，C 君爆 Joey 購物
“疊單厚過字典”，Joey 笑謂：“他大
驚小怪，你估他買得少，不過我份人有
口德，他也叫我幫他埋單，他今年賺好
多還好意思開口。（你反叫他埋單？）
沒有，見他要處理埋女朋友張單，大家 ■ Kaia Gerber 遺傳名
模媽媽的優良因子。
模媽媽的優良因子
。
各自照顧自己啦。”

最近有朋友嫁給非洲人，非洲不是只
有黑人，都有白人的。”
專程來支持新片的許鞍華，她執
導的《明月幾時有》獲第 12 屆亞洲電
影大獎四個獎項提名，她笑稱希望不
用捧蛋而回，因為對手都很強，但因
為有些外國片仍未看過，所以不敢斷

言看好誰得獎。至於今年的大計，許
導演稱有多個劇本進行中，說：“快
有快做，不能快的就慢慢做，現在觀
眾看戲的要求都很高。最花時間是等
待演員的檔期，不論紅或不紅的都好
忙，希望可以用舊人帶新人演出就最
好。”

■方大同專程
請西班牙小島
畫家畫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朱千雪和方大同 11
日晚出席品牌活動，千雪表示在加拿大時學過法文和中
文，所以都懂得法文，但已有一段時間沒講，所以很喜歡
出席這類活動，可以扮晒識看識講，“我願望是讀好法
文，去法國時不用翻譯。”
問她有否幫男友選衣服？她表示：“不需要，他有品
味，有時大家出行都會打扮選一下衣服，都是情趣，但不會穿
情侶裝，自己好多時會問男友意
見，他會坦白說好與不好。（着得
性感時要男友過目？）不會刻意，
不過台慶所着的衫便會給他看來給意
見。（接受你性感？）我接受性感能
力低過他，先要過自己那關，最重要
着得舒服，不會走光。”

笑C君購物也不少

Stephy 否認復合
再見小方心情平靜

方大同出圖畫小說

■朱千雪在加國時學過法文
朱千雪在加國時學過法文。
。

方大同透露近日簽了新人王詩
安，又推出兒童圖畫小說《艾美夢
遊》，他說：“已經籌備了 4 年時
間，因媽咪做了十多年的教育課程，
我入行時媽咪因為幫我而放棄了教
育，我應承過她有能力會重做再做，
現時已推出了 3 本，每本書有一首音
樂，希望以後每年都推出 3 本，今次
故事和策劃由我負責，專程請西班牙
小島畫家赴港負責畫圖。（想進軍教
育界？）我很重視這件事，因是對媽
咪的承諾。”

陳曉東開秀要被迫刪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陳曉東將於下月 9 日假澳門舉
行世界巡迴演唱會的第一站，12
日他到電台做訪問，雖然闊別樂
壇多時，但東東表示心情不會太
緊張，因緊張只會影響演出。
現時他每日都會排舞，最少會
練 3 小時，同時會健身練肌肉，他
笑言：“天氣冷，不是特別要脫衣
服秀肌肉，只想以最佳狀態出現。
（被舞蹈難倒嗎？）十幾年沒跳，
所以向公司提出要用一個月時間排
舞，盡量多些舞步。”
說到售票情況，東東表示理
想，現已銷出八成票，“到時以
唱廣東歌為主，但我有太多歌，
都要刪走一些，開一場真的不夠
喉，惜場地檔期問題也無辦法。
到時會有嘉賓演出，但要保密，
暫時不作透露。”

園》，其中一站與日本最萌動物
水豚浸溫泉，更以貝殼形性感泳
衣上陣，樂瞳 12 日到電台宣傳，
她表示：“原本沒想到要着泳
衣，當得悉要與水豚共浴時還以
為可以遮遮掩掩，所以沒有刻意
修身，可是導演要求着泳衣效果
更美，他們更笑我有肉地，很像
水豚。”她透露每日朝早 6 時便起
床準備，拍到下午三四時動物園
關門，然後再坐幾個小時車程回
酒店，整個人已累透，有時間便
會爭取購物買手信，根本不可能
會有艷遇。

樂瞳泳衣出鏡前無修身
樂瞳早前到日本拍攝奇妙電
視旅遊節目《玩轉日本動物

棟篤笑巨星
Russell 3月襲港

■穿紅裙亮相的Stephy（後排左二）被問是否有喜事宣佈。

潘瑋柏肺炎缺席 阿嬌 超蓮 義氣撐霆鋒
香港文匯報訊 13 日播出的《鋒味》最新
一集錄影時可謂一波三折，先有嘉賓潘瑋柏
病倒缺席、再是大廚謝霆鋒於比賽前夕重感
冒沒有味覺、拍攝期間又不停下雨，實在不
走運。
原本霆鋒請來潘瑋柏做嘉賓，豈料潘瑋
柏肺炎病倒不能應約，臨時臨急下，霆鋒即
時班救兵，臨時拉夫邀請師妹鐘欣桐（阿
嬌）及賭王千金何超蓮幫忙。
今次《鋒味》去到揚州拍攝，是為了完
成今期挑戰—“三百人食用的大鍋揚州炒
飯”，當日霆鋒雖然抱恙，但仍帶着阿嬌和
超蓮到揚州四圍“掃街”試吃炒飯，令人驚
訝的是超蓮原來真的好接地氣，完全不介意
“踎”大排檔，齊試地道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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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棟篤笑巨星Russell Peters
將把其《DEPORTED WORLD TOUR》帶到香
港，於3月13日假香港會展舉行，門票11日公
開發售。
Russell 為今次表演帶來全新的內容，而
他跟觀眾的互動都出了名，着實令港迷期
待，Russell 說：“我喜愛了解我的觀眾，那
是我們之間的合作。”Russell 曾於 2015 及
2016 年 來 到 亞
洲在全場爆滿的
情況下演出，
“我在過去一年
於橫跨美國的演
出場地創作了不
少新內容，而我
為這感到非常快
樂。”他對上一
次巡演於26個國
家舉行了超過
200 場演出，有
超過30萬位粉絲 ■ Russell 為今次表演帶
出席。
來全新的內容。

■陳曉東

香港文匯報
訊 章子怡 11 日
現身南京多家戲
院，為其主演的
新片《無問西
東》宣傳，並與
影迷分享觀影感
受及創作初衷。
片中章子怡
所飾演的王敏佳
被人冤枉、毆
打、背棄的重頭
戲令人印象深
刻，而談及毀容
後險些被黃曉明
“埋葬”的戲
份，章子怡說：
“埋葬的那一場
■章子怡南京宣傳《無問西
戲，她經歷了磨
東》。
新華社
難，那種托底的
愛，更多的是人與人的信任，是大愛。”
和黃曉明有大量對手戲的章子怡，大讚對
方敬業：“有場冬天的戲份，他還要把上衣脫
掉，再澆上雨，但他非常敬業。”至於另一對手
王力宏，章子怡表示：“王力宏演得太好了，這
部影片如果早幾年播放，我想一定更多導演要找
力宏演男主角了。”

章子怡大讚黃曉明好敬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鄧
麗欣（Stephy）11 日晚出席其主演的新
片《藍天白雲》首映禮，穿上鮮艷紅
裙亮相的她，早前被拍到與舊愛方力
申參與佛教活動，隨即傳出復合疑
雲，正當恭喜Stephy穿紅裙是否有喜事
宣佈，她笑稱有喜事是指有新片上
映，是她去年入圍電影節三部電影的
最後一部。
至於是否低調與方力申復合，Stephy 說：“沒有，我們是和一班朋友去
拜佛，大家都有共同朋友。”Stephy 稱
與小方沒有擦出新火花，主要都是談
佛偈，參與完活動已離開。對於不少
人都希望他倆復合，Stephy 笑道：“有
些朋友都會講笑這樣講，但都是很熟
的朋友才說，我們都有共同朋友，所
以見面都不會尷尬，但講得多就真的
會尷尬。”問到重遇舊愛有否心動
時，她說：“我學佛已平復心情，老
土講句都是專注工作，我又不是不去
識新朋友，只是圈子小認識新朋友的
機會不多。”
稍後到尼泊爾、非洲做探訪的
Stephy 笑稱會擴闊一下生活圈子，也一
早打好預防針避免患黃熱病。笑指她
可結識非洲朋友時，Stephy 笑道：“我

■ Pharrell Williams
與女友到場。
與女友到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