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娛樂

8

娛樂新聞

■責任編輯：梅馨文 2018年2月15日（星期四）

東南亞版

陸漢洋百七萬鑽戒求婚

■ 三卡鑽戒閃爆。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現年 34 歲的苟芸慧
歲的苟芸慧（
（ 苟姑娘
苟姑娘、
、 Chris
Christine ） 與 44 歲的賽車手陸漢洋去年認愛
歲的賽車手陸漢洋去年認愛，
， 愛得高調
愛得高調，
，大
家早已視對方為結婚對象。
家早已視對方為結婚對象
。 昨日情人節前夕
昨日情人節前夕，
， 苟姑娘報

處女黨解散！改組索爆人妻團

喜，透露答應了陸漢洋的求婚
透露答應了陸漢洋的求婚，
，同時
同時「
「處女黨
處女黨」
」最後一員

由李亞男、鍾嘉欣、岑麗香、王君馨及苟芸慧
組成的「處女黨」（Amazing Esther），陸續成
為人妻，昨日連苟芸慧都宣佈「封盤」，「處女
黨」從此正式解散，反之改名為「索爆人妻
團」，5位成員共同邁向人生新一頁！

終於正式「
終於正式
「封盤」！
封盤」！
■苟姑娘用布蒙眼。

苟芸慧昨日在社交網宣佈
喜訊，留言寫道「幸
福，找到一個一生一世陪我看
夕陽的人！」，她並上載兩張
相，其中一張見到陸漢洋拿着
一個戒指盒，苟姑娘用布蒙上
眼睛被求婚，另一張相則是她
的無名指戴上閃爆鑽戒，求婚
成功！陸漢洋也透過網上向苟
姑 娘 大 講 愛 的 宣 言
「520993334！」，寓意「我
愛你苟苟三生三世」，認真
sweet。
苟姑娘當上準人妻後，回覆
傳媒時坦言喜悅是那麼難以形
容：「很奇妙的感覺！雖然我
們一早已經認定對方為結婚對
象，但當這一刻真的來臨的時
候，那一種喜悅還是那麼難以
形容！我們很感恩，得到家
人，朋友們對我們的關懷和支
持，也感謝大家的關心和祝
福，您們見證着這段感情的成
長，謝謝你們！今天正式宣佈
我們將會牽手一起步入人生下

李亞男
李亞男和王祖藍拍拖 11 年，兩人於 2015 年情人節
拉埋天窗，翌日在迪士尼樂園酒店以「白雪公主及七
個小矮人」為主題舉行婚宴，筵開超過50席。「愛妻
號」祖藍更花 1.14 億元購入大埔「逸瓏灣」逾 3 千呎
單位送給亞男。

鍾嘉欣
鍾嘉欣與伍允龍於 2015 年 4 月結束 8 年情後，年底
下嫁 TVB 前行政主席梁乃鵬的侄子、脊醫 Jeremy
Leung，翌年在溫哥華舉行婚禮，同年8月，嘉欣宣佈
誕下女兒Kelly。嘉欣雖然近年以湊女為樂，但亦不忘
演藝事業，更否認退休傳聞：「因為我仍然熱愛我的工
作，只是我將家庭放在首位。我的家人110％支持我繼
續工作。退休不是我的目標，最重要是開心。」

岑麗香
2016 年 12 月，岑麗香和圈外男友
「阿強」（Joshua）在溫哥華舉行婚
禮，升呢人妻。上月，香香與強強一
齊去馬爾代夫，慶祝結婚一周年。香
香大讚老公夠體貼又 sweet：「他知
道我做藝人不可以曬得太黑，每當猛
太陽時，他會用身體為我擋太陽，真 ■ 香香與強強
是大隻好遮蔭！」
結婚一周年。

一個階段。」而陸漢洋回應：
「感謝大家的祝福，心裡有千
千萬萬的喜悅是文字不能表達
到的。能夠與 Christine 一起
共度下半生，我知道自己已經
是『宇宙最幸福的男人』。
My life is finally complete!」
據知，今次陸漢洋的求婚鑽
戒為 Tiffany & Co. 的 Tiffany
Setting 六爪鑲嵌鑽石戒指，約
3卡，價值約170萬港幣。

岑麗香幫手plan婚禮
一班「處女黨」好姊妹好戥
苟姑娘開心，王君馨祝賀苟姑
娘說：「祝白頭到老、永結同
心、連生貴子。結婚之後每一
年都愈來愈恩愛。」；李亞男
則回應說：「我好為 Christine
開心！我哋幾個姊妹等佢呢日
都等咗好耐，我都好 surprise
姐夫會突然同佢求婚。希望
Christine 同佢個白馬王子會幸
福快樂，早啲生返個可愛的
BB。從今以後，大家口中稱的

處女黨全解散，索爆人妻團終
於人齊！」
岑麗香回覆本報記者說：
「一生一世、白頭到老、幸福
快樂！呢段時間如果需要planning 嘅嘢幫手，我哋一定會喺
度嘅。我哋 3 個女仔都結婚
啦，進入人生另一階段，我哋
一齊同步行，係好開心嘅！」
苟姑娘與錫礦大王陸佑後
人、賽車手陸漢洋在賽車場上
結緣，之後她獲男方追求，去
年 6 月正式公開拍拖，男方表
示已認定苟姑娘做終身伴侶，
苟姑娘亦獲男友贈家傳鑽戒。
同年 9 月，陸漢洋透露已計劃
求婚細節，他指：「她（苟姑
娘）好簡單，不要浪費，但求
婚最緊要有心思，不用豪華，
我陪她食麥當勞都開心。」當
日他更計劃好會在三個地方辦
婚禮，其中一個會是神秘且對
他有意思的地方，而因女友家
人在加拿大，相信會在加拿大
和香港擺酒。

王君馨
王君馨與拍拖 11 年的初戀男友
Daniel 去年 6 月在美國行禮結婚，同
年 7 月在香港補辦婚宴。之後，
Daniel 更為君馨專程從美國移居香
港，結婚大半年，君馨多謝老公成為
自己後盾，令自己可以無後顧之憂向 ■王君馨去年下
前衝，恩愛之情令人欣羨。
嫁初戀男友。

■ 苟姑娘宣佈找到一個
■當日陸漢洋衝線後回來，苟芸慧即上前恭 ■苟芸慧見證陸漢洋在大馬獲獎。資料圖片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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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仔偕妻睇首映慶情人節

趙學而力邀王傑任個唱嘉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無綫劇集
《無間道》昨日舉行宣傳活動，演員羅仲
謙、廖碧兒、蘇麗珊及朱鑑然等，即場玩
滑索及踏板車，引來現場大班小朋友圍
觀，氣氛相當熱 鬧 。 謙 仔 一 向 喜 歡 小 朋
友，他跟太太楊怡都談過將來生了小
孩，自己只會負責玩樂部分，學術部分
全權交給較細心的太太負責。
謙仔與陳豪夫婦分屬毗鄰，也對他們
對小朋友的教育方法好欣賞，覺得陳豪
的大仔似藍寶石王子般靚仔，又有修養
和禮貌，卻又不失童真，難得在快樂中
成長，不像一般香港小朋友那麼大壓
力。
今日情人節，謙仔表示包了場偕太太
及一班朋友捧場看他演出的賀歲片《西
遊記之女兒國》，熱鬧度過情人節，但當
然他也準備好禮物：「如果沒禮物，女士

黃智雯騷胸上陣
袁偉豪目不斜視

就會記在心中，到日後再清算，所以
都提醒男士們送禮絕不能忽視的！」
不過他送的禮物想保持秘密，問是否
送 BB？謙仔則表示隨緣，而新年後
有兩、三個月可以在港，都想多吃住
家飯和調理一下身體，生孩子方面從
不強求，最重要是希望太太身體及心
理都健康，不會給她壓力的。

廖碧兒不介意發展異地戀

■左起：梁靖琪、羅仲謙和廖碧兒玩踏板車。

廖碧兒於情人節要為自家品牌玫
瑰酒做推廣，要是有心約會她的男士不妨
來報名參加活動。而她剛從外地回港，可
能很多人都不知她已回來：「但作為單身
女仔，都有追求者，亦有應約去吃飯識朋
友，只是不停要飛，也沒時間去深入了
解，希望新一年多點時間在港吧！」碧兒
表示只要緣分到，也不介意發展異地戀跟

■趙學而4月開紅館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趙學而昨日到電
台宣傳四月於紅館舉行的演唱會，她表示近期頻頻
為個唱宣傳感到很疲累，幸好昨日忙完後便收爐，
可以去辦年貨。
她謂個唱已籌備得七七八八，嘉賓方面正等待王
傑答覆，都知道對方在內地有很多工作，都希望他
能夠出席，再次合唱《誰明浪子心》，如果他最後
來不到，她和觀眾都會很失望。問到會否加場？學
而透露不會加場，笑謂一向貴精不貴多，集中火力
做好一場已好足夠。

一生一世陪她看夕陽的
人！
資料圖片

老外拍拖。
蘇麗珊一直想置業，可惜之前的土瓜灣
新樓盤又抽不中未能榮升業主，提到入行
不久已可買樓，她坦言首期有部分是家人
資助，理想中是買七、八百萬的樓自住，
絕不會太快與男友同住，反之媽咪經常不
在港，會留間房回來給她住。

余宜發慶生
餐廳老闆送驚喜
香港文匯報訊 亞洲
電視音樂節目《激活音
樂》主持人兼商台 DJ
余宜發本月 6 日生日，
身邊朋友不停為他慶
祝，知他喜歡日本菜，
日前一班朋友在馬鞍山
的迎海薈一日本餐廳博
多家浜燒丶居酒屋為他
慶祝，剛巧該店的老闆 ■余宜發有飲食集團粉絲陪慶賀生日。
原來都喜歡聽發仔在電台主持的深夜節目《一切從音樂開始》，
老闆及其子女十分熱情，為他送驚喜，請發仔參觀店舖，品嚐其
餐廳的最靚美食，石垣鯛薄切、從日本愛媛縣直送港的藍鰭吞拿
魚、拖羅、燒白鱔、日本雞肝等。由於博多家同是釣魚翁飲食集
團老闆，老闆還說要請發仔食乳豬及自己種的有機菜，有個擁有
這麼多美食店的粉絲，發仔很開心，將來幫襯都應該有折頭哩。
發仔表示新年期間留港，因為錄影《激活音樂》非常花時間，
自己暫時都要「被困」香港。不過，他希望亞視這網台可以多些
回響，辛苦也值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黃智
雯（Mandy）、袁偉豪（Ben）、陳智
燊（Jason） 及孫慧雪等昨日到馬鞍山
宣傳無綫新劇《三個女人一個因》，
一眾演員除了大玩遊戲外，罕有騷胸上
陣 的 Mandy 又 與 阿 Ben 唱 出 《 小 酒
窩》。
Mandy 昨日大騷 3 吋「事業線」，並
與阿 Ben一起受訪，她表示一身性感打
扮是為了配合角色，劇中她會精神分裂
■黃智雯跟袁偉豪大玩遊戲。
出三個人格，而今次是演繹狂野的「菠
蘿椰奶」， 是從影以來最大挑戰。問到可有事前給男友過目？她說：「已傳
相畀男友過目，但唔係着全套造型，相信佢唔會詐型，只要着得靚就得。」
對着性感的 Mandy，阿 Ben 目不斜視，他就否認說：「邊個話我唔敢
望，好友嚟嘛！ 我有睇佢有冇做足安全措施。」Mandy 亦讚阿 Ben 很細
心，在後台幫她睇吓有無走光。
問到劇集在新年播出會否擔心影響收視？Mandy稱不太擔心，覺得劇集
好適合新年播出，因為是喜劇，希望可以帶多些歡樂給觀眾。
另外，Jason 對於好友苟芸慧宣佈和陸漢洋訂婚一事，他表示恭喜對
方， 但他就未見過男方。他又謂老婆宋熙年早前到李亞男家中作客時，
也知道苟姑娘感情穩定。

官恩娜新歌送子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官恩娜（Ella）
在 2015 年為中法混血醫
生 丈 夫 誕 下 兒 子 Gabriel， 到 上 月 中 再 添 女 兒
Aurelie，湊成一個「好」
字。
而 Ella 為誕下一對小寶
貝，特別推出一首新歌 ■ 其實《寶貝兒》已錄好近
《寶貝兒》送給自己兩位 10個月。
小朋友。她透露這首歌其實跟公司構思了好一段時間，
因為首歌已經錄好了接近 10 個月，覺得在這個時候推
出是最適合的，主要是自己剛剛再生了女兒。
Ella 表示成為媽媽後，覺得人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
段，所以好想有一首歌去講出自己的心情和對小朋友的
愛，她笑說：「最有趣的是錄歌的時候我也未知懷有女
■官恩娜誕下一子一 兒，到完成錄音之後，才發覺已經懷孕，所以現在製成
這首歌，我好想送給囝囝和囡囡，也希望大家會喜歡這
女，湊成「好」。
資料圖片 首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