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洪永城

（Tony）與馮盈盈日前到主題公園出席《森度

遊》宣傳活動，盈盈即場示範瑜伽動作，Tony就

介紹公園內可供露營的設施。受疫情影響，二

人對上一次合作出席商演活動已是元旦賽馬

日，Tony希望疫情緩和後有更多工作機會。

近期多與女友梁諾妍行山跑步的

Tony，透露每周跟女友長跑一次，打算明

年一起到外國跑馬拉松，他說：“其實

她想我做助手多一點，可以幫她沿途拍

照，所以練跑時經常被她罵，話我跑得

慢過阿伯，就快會出手摑我。”提到好

友袁偉豪（Ben）一年前已成功向女友

張寶兒求婚，Tony表示跟大家一樣從社

交平台上得知，大讚Ben的求婚技巧可

以用作參考，說：“他日若在馬拉松終

點求婚都不錯，不過我就要跑得比她

快。”至於有人嘲笑Ben娶富貴女友可以

吃軟飯，Tony不認同道：“Ben由入行開

始到現在都是一個好努力的人，值得有今時

今日的成就，正如半杯水一樣，半空還是半滿

都是兩看。”

盈盈跟鄭衍峰學練蜜桃臀
馮盈盈表示疫情期間研究健康瘦身

食譜，暫時已減掉5磅，腰圍只有22吋。

問到緋聞男友鄭衍峰是否滿意她身

形，盈盈說：“在他眼中我

仍未夠弗，因為他是

健身教練，在他

專業角度下，我可以再收緊大腿和練蜜桃臀，我

和一班‘後生仔’都有跟他操練。”早前被指愛

認識富二代的盈盈參與胡美貽富貴男友的生日

會，她強調認識朋友不會計較對方是否富有，而

且也一早認識對方。至於昨日又有機會認識富二

代新朋友，大會活動搞手的劉鳴煒，盈盈說：

“很感恩，多謝大會邀請我做這個活動，我只是

small potato，連打招呼的機會都未有。”盈盈稱

不會刻意與劉鳴煒交換電話號碼，工作上有需要

可以聯絡她的經理人。

參考袁偉豪成功經驗
洪永城或選馬拉松終點求婚

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陳嘉桓（Rose）由契爺設計師

何國征（Dorian）打造，以真空上陣“胸湧”露出南半球展現腰肢

和短褲騷長腿的超性感造型為溶脂中心拍廣告，她透露這次酬勞有

近7位數字。之前被指身形脹爆的她已回復窈窕，充滿自信示人。

Rose表示之前拍劇為角色需要增磅，豈料如中了“不瘦降”，加

上疫情下以吃來紓解不快情緒，當接下修身廣告之後，便的起心肝減

肥，改變飲食模式，再接受廣告商的溶脂療程，現已成功減掉10多

磅，但尚未滿意，希望再多減6、7磅至初出道時的磅數。成功修身

後，她開心透露：“這個修身療程沒有令上圍縮水，依然保持D級，這

也是之前脹了20磅得來的級數，當時我被指有雙下巴、肥肚腩，還有

兩邊腋下有副乳，真的慘不忍睹，甚至乎之前着Dorian設計的衫都拉

不到拉鏈，好在現在再着還有些鬆位。”

問到性感造型有否給緋聞男友黃宗澤（Bosco）過目，她即

說：“我邊有男朋友！一直都是單身，朋友就好多，（沒跟Bos-

co聯絡？）沒有，疫情下多是留在家，好少約朋友出外，謝

絕所有飯局，有朋友叫食大閘蟹都說不了，（可以去Bos-

co開的蠔吧食蠔？）都不好，要養生，生冷食物對身

體不好，車厘茄都要焗過先食，（不熟不食？）

食物還是弄熟再吃的好。”

陳嘉桓減磅
自信秀身材

撞爆眉骨留6cm“蜈蚣疤”曝光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阿祖）
余文樂太太王棠云

（Sarah） 32 歲 生

日，但老公因工作

關 係 正 接 受 隔

離，未能陪伴太

太共度生日，不過前幾天臨飛前，他已跟太太吃飯

慶祝，他於社交平台預祝太太生日快樂：“今年沒

辦法正日跟妳慶祝，希望你繼續像美人魚一樣漂

亮、開心，最重要身體健康！”

而到當日正日生日，王棠云雖沒老公陪伴，

但仍可跟愛兒余初見一起切生日蛋糕，還獲得愛

兒的“香吻”，已經甜在心頭。王棠云留言：

“今年兒子代替爸爸替我慶生，老公可以放心工

作了，你兒子表現得很好。老婆還是很想念老公，

兒子也是。”她亦貼上跟老公依偎着的黑白背影照

以示思念。至於另一邊廂，正接受隔離的余文樂，在

社交平台轉貼愛兒親吻媽咪的相片留

言：“Love You Both！”此外他

又上載短片，見他正身處酒

店房中隔離，他透露因為送

餐的時間比較長，飯餸來

到都變得不夠熱，所以便

煮個熱騰騰的私伙麵“加

餸”，他笑指吃了很有罪

惡感，但又真的想吃點有

湯的東西，他在等“水

滾”時一臉無奈說：“今天

才隔離第3日，尚有11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歐倩怡與梁芷珮

近日出席支持好友袁學謙飲品店開幕，歐倩怡表

示一對子女近日復課，故比較忙於接送他們，之

前網上授課，她就不用6時起床的

確很舒服。她又指自己剛完成營養

學學位，下月再進修碩士學位。現

她成為專業營養師，也開始接工

作，未來會為一家餐廳優化其餐單

變得更加健康。歐倩怡笑言自己終

於可以轉型，但她不清楚現所收的

酬勞與做藝人工作如何比較，所以

也會問問營養師同行，總之適合就

做。

她又透露之前約滿前經理人，

演出方面會自行處理或找朋友幫

忙，加上大仔已12歲，小女兒都9歲，他們沒那

麼粘人，自己可以多外出工作。

歐倩怡指可能自己比較嚴厲，對兒子講十句

也不及其同學講一句，不過他卻超

級聽爸爸郭晉安的話：“爸爸有牙

力，又有玩具和財力，有時安仔都

叫我不好再講些傷到小朋友的字

眼，所以都會提醒自己！”她笑言

其實在家中與老公都不能交流，因

為仔女將每一句都聽在耳中，即使

講暗語也聽得明，故兩公婆面對面

也要傳短訊，而她為求投兒子所

好，會一齊打機，再傳短訊互換心

得不讓爸爸知道，她苦笑說現在跟

子女要學懂智能溝通方式才可以。

阿嬌近日公開傷疤照，見她約6cm長的

傷口已逐漸康復，但仍留下傷疤，她

留言：“經歷了十幾天的恢復期之後，我額

頭上的‘小伙伴’終於走上了快要痊癒之路

～剛開始摔倒時，整個人都和它一起懵了。

不過大家放心，已經沒事了。感謝這段時間

以來大家的關心和愛護，要感謝霍汶希

Mani和容祖兒第一時間到廈門探望我，還

要感謝在受傷期間幫助我的院長以及每位醫

護人員，感謝任達華、惠英紅、蔡卓妍、林

峯，還有我身邊的工作人員，是因為你們的

幫助才讓傷口可以恢復得那麼快，也要謝謝

兩個劇組所有的朋友，你們的細心陪伴和體

諒讓我感到無比溫暖幸福。這麼說來，這個

小意外也算是甜蜜的‘負擔’吧。再次感謝

每一位愛我的人，謝謝每一位粉絲，也在這

裏和大家說聲抱歉，讓大家擔心了，我會好

好照顧自己的，請大家放心～同時也感嘆一

下，遮瑕膏簡直是偉大的發明。”

阿嬌的經理人Mani留言安慰：“你永

遠都是我們的美嬌嬌，少少瑕疵並沒有影響

到你的美麗，最重要是你善良的內心，難怪

這麼多人疼惜你哩。”

祖兒則表示感受到阿嬌無比的堅強，

“敬業的精神從你迅速投入工作中徹底感受

到！總之讓我更愛你更欣賞你了！記得那天

在醫院時因為太緊張我把你的手捉得太緊反

而要你安慰我，那一刻真的有點不好意思，

你是我眼中永遠最美麗的可人兒，愛你。”

阿Sa被Sammi眼神嚇窒
而阿嬌的好拍檔蔡卓妍（阿Sa）主演

電影《聖荷西謀殺案》中，她跟鄭秀文

（Sammi）再度交手備受注目，連場鬥戲觸

動人心，近日《聖荷西謀殺案》更成為第

16屆蘇黎世電影節的入圍作品。

影片於近日開畫，戲中阿Sa飾演舞蹈

藝員的Yanny，一心逃避不倫之戀，毅然

出走往聖荷西投靠好友 Ling 姐（Sam-

mi）。阿 Sa 指 Yanny 部分性格與自己接

近：“Yanny不拘小節，是個有一點亂七

八糟的人，某部分像自己現實生活中的性

格，不過Yanny內心會有更多

壓抑，始終她在香港經歷了那

麼大的一件事，對人生有那麼

大的影響，演出時，只要將她的感情很直

接地表現出來就已經可以了。”

面對第三者的指控，Yanny有理說不

清，而現實生活中，阿Sa每當被誤解的時

候，會隨着不同年紀，有不同的反應：

“年少時覺得被誤會是天大委屈，好急於

向全世界澄清，但成長到某一個階段，就

會明白有些事情並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

釋，既然不能左右其他人的想法，也無謂

多說了，清者自清。”

埋位時，大家都會百分百投入，阿Sa

坦言有一場戲，被 Sammi 的眼神嚇到：

“我在吃早餐，然後她就走出來，跟我交

代一些事情，一接觸到Sammi的眼神，我

立即怯一怯，那是從來沒有在她本人或任

何作品裏看到的，很兇、很冷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久

未露面的車保羅日前亮相香港開電視

節目《開工大吉77》，接受苑瓊丹

訪問。苑仔透露與車保羅多年沒見

面，原來車保羅現在做街市監督，返

工要着制服、反光衣。

車保羅表示當年最風光時期，每

日現身不同劇組，但因賭博而失去所

有。他又爆隱瞞公司“秘撈”拍電

影：“當年有人找我拍戲，於是我就

騙公司‘生疱疹’，要去北京醫病！

到我拍完返香港，葉蒨文是機場東面

出，我就行西面啦，點知她見到記者

要做訪問，就話剛剛同亞視的車保羅

拍戲，這件事都穿了。”他因說謊而

離開電視圈，其後轉戰影壇，亦因為

誠信問題而令事業跌入谷底。

歐倩怡轉當營養師
與老公溝通靠短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曾以嫩模身份出過寫真

的羅彩玲（Vivian），近日聯同陳柏宇參加ViuTV新節目

《玩．謝我阿婆》記者會，節目中二人分別帶着外婆到墨

西哥及台南旅行，而昨日Vivian的婆婆亦有到場，分享拍

攝的感受。

右手戴上鑽戒的Vivian接受訪問時，被問到有傳她搭上

太陽娛樂老闆周焯華的已婚下屬，有備而來的她指報道並不

屬實：“我從來沒有搭上有婦之夫，我完全不認識洗米華下

屬，我本身有男朋友，我們之間無第三者，因為不是事實，

笑一笑就算。”她指現任男

友並非報道中所指的任職保

險，問到男友姓名時，她以

對方並非圈中人而婉拒透

露，只透露二人拍拖已半

年。說到她手上的鑽戒，她

表示是男友所送的生日禮

物，兩卡重，男友也即場向

她求婚並已獲答應。Vivian

又坦言男友看到報道一定會

不快，但第一時間都是關心

她，怕她不開心。

羅彩玲否認搭上有婦之夫

車保羅詐病穿崩毀星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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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的負擔阿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鍾

欣潼（阿嬌）本月初於廈門酒店房間

不慎跌倒撞向雲石邊，撞爆右邊眉

骨，傷口長達6cm，接受兩次縫合手

術。近日阿嬌首度公開傷疤特寫照，

清楚見到她的“蜈蚣疤”，令粉絲們

大表心痛，但阿嬌仍相當堅強，態度

正面地表示：“這個小意外也算是甜

蜜的‘負擔’吧。”她現在要靠遮瑕

膏幫手了，她更特別感謝身邊一班圈

中好友及醫護的幫助。慶幸有遮瑕膏慶幸有遮瑕膏

■ 洪永城與馮盈盈即場示範
瑜伽動作。

■■車保羅接受苑瓊丹訪問車保羅接受苑瓊丹訪問。。

■■ 羅彩玲羅彩玲((左左))帶外婆帶外婆((中中))
聯同陳柏宇為新節目宣傳聯同陳柏宇為新節目宣傳。。 ■■歐倩怡歐倩怡

■■王棠云獲愛兒送香吻王棠云獲愛兒送香吻。。

■■ 余文樂提前跟太太余文樂提前跟太太
吃飯慶祝吃飯慶祝。。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陳嘉桓陳嘉桓
以超性感造以超性感造
型拍廣告型拍廣告。。

■■傷後的阿嬌堅強面對傷後的阿嬌堅強面對，，
更已復工更已復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開機時開機時，，阿阿Sa(Sa(右右))和和Sammi(Sammi(中中))都百分百投入都百分百投入。。

■■ 傷口逐漸癒合傷口逐漸癒合，，
但疤痕仍清晰可見但疤痕仍清晰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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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凌晨曦

■ 傷口長約 6cm，接
近她的眉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