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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郭晉安（安仔）、楊怡、馮盈盈、蕭正楠、張振朗、林盛斌、
林夏薇、林子善及姚子羚等逾七十位藝員，前日出席《TVB Amazing Summer》 記者會，
推介各頻道的夏日精彩節目。久未踏足電視城的楊怡，再回娘家感覺像沒離開過一樣。
而曾演出《宮心計》的她，對於《宮心計 2 深宮計》，認為不是續集，觀眾不應作比
較，又稱若《宮心計 3》開拍兼有安仔參演，她都有興趣演出。

楊怡與安仔在新劇《再創世紀》中再度合
作，阿怡表示離巢前一部劇《末代御

醫》也是跟安仔合作，她謂跟 TVB 沒有合
約，有合適的劇本才返來拍劇。久未踏足電視
城，阿怡指再回公司感覺像沒離開過一樣。當
年曾演出《宮心計》的阿怡，被問到很多觀眾
拿近日播出的《宮心計2深宮計》跟《宮》劇
作比較，她表示自己也有看過《深》劇，但都
不是續集，故事及架構都不同，故不應作比
較，亦不公平。她又稱若《宮心計 3》開拍兼
有安仔參演，都有興趣演出，安仔即笑說：
「咁你又亦古亦今嘅！」安仔亦稱跟 TVB 現
在維持一年拍一部劇，最想拍抗日劇。
馮盈盈日前（10 號）24 歲生日， 她表示好
彩當日放假有時間同朋友見面及與家人食飯慶
祝，男友就因為要去荷蘭開醫學會議，所以之
前已食飯慶祝，還叫了男友影紅燈區的相給她
睇。問到男朋友今年送什麼禮物？盈盈笑說：
「佢舊年送鞋畀我鬧，今年唔夠膽再送，送咗
花同氫氣球，因為我之前講過一次，但呢啲送
一次就夠，（叫男友送鑽石？） 鑽石留返求婚
先，打大老虎。」她又承認因男友不在港，所
以生日也穿着得性感少少， 她笑說：「我有

Send相畀男友睇，又問我點解平時一齊就着平
口，同朋友一齊就性感， 我話要食多幾餐至有
嘢睇。」盈盈透露稍後會演出新劇，飾演全劇
最打得之人，為此之前勤力拉筋。

林子善稱夫妻情加深
新婚不久的林子善與舊愛的情慾對話流出，
剛與老婆在日本補度蜜月回港的子善，否認是
「補鑊之旅」，是婚前早已計劃好的，此行
去了五日四夜，問到度蜜月時二人可有傾返
件事？他說：「單新聞close file，老婆一早
已知，所以冇講，結婚冇耐就發生呢件事反
而更好，令夫妻感情加深，軍心更強。」雖
然獲老婆信任，但子善坦言有收到外母短
訊：「外母問我『做乜搞啲咁嘅嘢？唔好再
搞咁嘅嘢，好自為之』。我當然唔會再有下
次，因為兩段感情根本冇重叠，我每次拍拖
都係一個一個。」子善坦言事後L小姐沒有再
聯絡他，自己亦都不怕，因不做情侶也不一
定是敵人。他又澄清女方已離開娛樂圈很久，
現在不是圈中人。至於可擔心對方還有「慾
照」？子善笑言自己不愛影「肉蟲相」，不會
玩到如此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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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美女廚房》劣評多
蕭正楠 Bob 為節目平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新一輯《美
女廚房》再被指虐待動物及浪費食物等投
訴，三位主持蕭正楠、林盛斌（Bob）及張
振朗表示會根據觀眾意見去調整及作出改
善，阿 Bob 強調完全沒有意圖虐待動物，但
會調整一下畫面沒那麼血腥。阿蕭解釋現場
有師傅，用好乾淨及快速的手法幫參賽者處
理食物，讓所有動物不至於死得痛苦，只是
一直不想將幕後秘密公告天下而已，而每次

吃剩的食物也會有工作人員打包，是「惜
食」的人。
談到節目播出以來是非多兼劣評如潮，
阿 Bob 表示不會感到氣餒，又稱去到第二
集已收到很多正面的意見，內容好笑了，
氣氛亦有改善。阿蕭指他們很重視觀眾意
見，每集都有作出調整，希望一步一步令
觀眾接受。三人又相信節目不會被腰斬，
因節目除了搞笑，還有感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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攞齊證據反擊租霸指控
展鵬呻單位問題多 累母跌倒

連詩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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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電台 8月返加國
78歲何守信想多陪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何
守信（何 B）將告別港台節目《開心
日報》主持工作，前日是他壓軸一
集上陣，其他主持陳淑蘭（蘭
子）、杜雯惠、林超榮等特地安排
歡送會，並送上心意卡和蛋糕，蘭
子更向何B送吻，而杜雯惠就自彈自
唱歡送何 B，最後何 B 交棒給接任主
持何榮忠。

03年後工作不停
何 B 為《開心日報》主持了 7 年，
今次離開是他計劃之內：「公司對
我好好，不過我一早預咗 2018 年下
半年要完全體驗無工作感覺，之後
會返加拿大同 Grace（太太陳麗斯）
一齊，佢想我多些陪佢，之前經常
分隔兩地不是太好。今年我 78 歲，
之前已經有打算 78 歲的冬天要唞一
唞，沒有特別原因，只想試下無官
一身輕感覺，應該 8 月中便返加拿
大、9月去黃刀鎮睇北極光，11月會
去較長途旅行。」何B笑言是「七年
之癢」，待完成《世界盃》節目後
便正式離開。
問他是否不再回來「開咪」正式

退休？何 B 笑
謂：「未有計
劃，打從 2003 年 何守信 陳淑蘭
離開亞視後，一直工
作沒停下來，都想試下沒工作時是
否真的很舒服，過去三十幾年都唔
知咩叫早餐，自從主持《開》後，
每朝 7 點起床，改變了生活習慣，
（放長假不怕悶？）都有諗過，雖
說做到老學到老，但都不應該被一
份工限制自己。」
拍檔蘭子自言是最後一個知悉何B
離開，還以為是講笑，因消息來得
突然，仍像在發夢中，很不捨得，
所以叫何B師傅玩一年再歸隊。
蘭子透露自己有社交恐懼症，試
過壓力太大狂吃三盒飯，慶幸主持
《開》感覺很舒服，做節目如像跟
屋企人傾偈，毫無壓力，笑言應該
付錢給電台。蘭子近日報讀文化創
意課程，每年學費要數十萬，每月
返內地上幾日堂，第一堂便是到北
京玩野外求生，當中她是最老的，
蘭子笑言：「輸人唔輸陣，有些後
生仔都扭親腳，我『大媽蘭』在無
事下完成。」

鍾浠文

鍾浠文做男友專屬髮型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連詩雅
（Shiga）、鍾浠文、甄詠珊、馬嘉均前
日出席「香港美髮及造型藝術節」發佈
會，Shiga透露在求學時期曾一度想過做
髮型師，「由學徒洗頭做起，原因是被染
上鮮艷髮色的人吸引，才萌起當髮型師念
頭，惜當年得 14、15 歲未到合法年齡，
又沒有相熟髮型屋，媽媽擔心這些地方複
雜，又不准我染髮，最後在媽媽反對下打
消念頭。」
問到有否試過被髮型師追求？Shiga直
言：「入行前試過，對方在我光顧兩次
後，便主動話想約我出街食飯，不過我無
膽應約，不知何解，入行前有很多追求
者，有男有女，但入行後就很少追求者，
可能都給嚇走了。」
鍾浠文就自爆自己是男友專屬髮型師：
「男仔的頭髮好易長，男友經常趕不及到
髮型屋修剪，便由我操刀幫他剷短頭髮，
已經失敗過多次。不過男友對剪頭髮有種
情意結，因他有位女性朋友會幫男朋友剪
髮，男友覺得這樣做好sweet，自己作為
他女朋友也試一下，最初一次失敗了，但
男友覺得一旦放棄便永遠享受不到這感
覺，結果我失敗過五次，通常我會從後面
剪起，剪到一忽忽他都見不到，或會叫他
戴帽遮一下。經過五次失敗，現時已有進
步，（會否考慮讀短期理髮課程惡補？）
有向男友的髮型師請教，拍下當中技巧，
可是依然剪得不好，不過已有進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陳展鵬近 咗租約入住後，拆櫃啦，原來全部冇油
日被「蒙面業主」指他去年於將軍澳租住 油，都冇所謂，自己搞掂啦，電掣又狂跳
一個單位，單方面提早退租兼欠交一個月 fuse，業主之前同我哋傾時又話有問題可
租金，收樓時又發現地板發霉變黑，冷氣 以搵佢，入咗去就有問題。」
內又有釘。就此事展鵬前日在將軍澳電視
暗示業主出爾反爾
城為新劇《天命》開工時，表示對事件感
到無奈，並拿出雙方的對話 cap 圖及相片
展鵬指最大問題令其母不想跟業主傾偈
就指控作出反擊。
是因一個熱水爐：「由年頭四月入去住，
展鵬表示住在將軍澳這個屋苑都有 7、8 拖到我要搵煤氣公司上屋企整，因天氣凍
年，而今次搬了去另一個單位後，住不夠 媽咪身體又唔好，六、七個月到，之後對
一年就搬走，裡面當然有很多問題出現。 方又嫌貴，要自己搵師傅上屋整，因自己
他說：「我係大約 4 月 29、30 號已經離開 經常唔喺香港，要交由助手處理。至於地
住所，以為 Settle 咗完結咗，但昨晚就有 板，專業人士都睇到，其實都已變緊灰，
一啲報道，又話我租霸、又話我破壞地 都冇蠟喺度！全部相同片都係我發畀佢，
板。」他指跟之前住的兩個單位業主都好 話畀佢聽有問題，佢都話整，之後媽咪出
好關係，今次令他有些無奈。
咗事，我同佢講唔使整喇，媽咪 kick 到撞
至於有指他用白紙鋪了在發霉的地板上 到個頭。」
面，展鵬表示其實差不多全部的片及相，
至於用紙及布遮住用意，他解釋不是專
都是他發給業主的，告知對方屋企有什麼 登去遮，因為地板撬起晒，全部爛晒，他
問題，他說：「先講地板，喺兩、三個月 要搬屋，交吉要影相，相片也是他影的，
前已經同佢講咗，天氣冷縮熱脹時就會拱 並不是對方帶區議員上去影的，加上對方
起，係好危險，咁有一次仲令到我媽咪仆 話業主要來收鎖匙，但他媽咪又行唔到，
親，好大件事，現在仲醫緊腦震盪。每一 要坐輪椅，講嘢又講唔到，他又不在香
次個業主都話去整，搵人修理，但每一次 港，於是就叫助手擺條鎖匙在管理處。之
都係唔知等幾耐，次次都係等，因為之前 後問題就開始出現，他稱大家一時接洽唔
睇樓同簽合約都係我媽咪去簽，我真係唔 到，又指如果對方要拿回一個月租沒問
喺香港，同佢睇樓嘅人
題，但要搞清手續先。
都係佢隔籬鄰舍。」問
他續稱既然事件已發
到是否因對方主動說簽
生，自己又是公眾人
租兩年租金會較便宜，
物，會坦然面對，最好
所以就簽了兩年死約？
用法律途徑去做。
展鵬說：「簽約時係媽
問業主有否提出要賠
咪簽，自己真係唔喺香
償？展鵬謂：「其實真係
港，媽咪睇完一次，就
冇問題，我哋之前都有來
表明房內入牆櫃用唔
往過，傾完後佢係同意
着，跟住我哋話唔要
咗，但唔知點解又有唔同
喇，之後再撞到業主，
變化，我只希望盡快搞妥
佢話只要唔改動屋裡面
件事，我都搵咗律師處
的則，點樣都可以，最
理！」他又澄清絕對沒用
■展鵬晒證據解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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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要肯租就OK，點知簽
粗口鬧過業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