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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陳冠希（Edison）因「淫照」風波令形象插水，但他的緋聞新聞仍不絕於耳，先有跟
謝芷蕙（Cammi）和麥浚龍舊愛戴庚玲（Janine）的名字扯在一起，近日又爆出他發送情慾短訊給內地女星吳思凡，早
前他更在微博公開表示喜歡湯唯，旋即引來網民的圍插。原來Edison依
然情歸舊愛楊永晴（Vincy），至於會否「翻追」對方，Edison揚言時間
會證明一切。

陳有其兩位姐姐陳麗華和陳見飛，徐
冠希前晚出席時裝店活動，同場尚

濠縈、何超儀、丁子高和欣宜前男友Mark
Ryan、羽翹等。Edison被問到為何不叫
Janine相伴到來？他最初反問「誰來的」，
後來才說大家是朋友，不是每個地方都會
出現，又解釋上次一班人看電影，當中有
7、8個女生，不明為何只拍攝他們二人，
他們只是普通朋友。

對湯唯純欣賞
問Edison現在最感興趣是湯唯嗎？他強
調不認識對方，但很欣賞她，覺得她演
技成熟，性格又好，好正，只是看雜誌
有關她的訪問及她的廣告，覺得她幾
叻、好正便講出來，自己是一個人，可
以欣賞別人，正如別人喜歡他和周杰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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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問題。Edison已看過湯唯演
出的《色戒》及《武俠》，他比
較喜歡《武》片，覺得湯唯
的演技很好，問他可覺湯唯
身材也很好嗎？他回應沒有
特別留意。至於湯唯得悉被
Edison喜歡時，表現很驚
慌，Edison不大相信說：
「是她親口話驚？沒說便是
你們的感覺，或者她沒有
驚，而且我也沒其他意思，只是
想講欣賞她。」
說到他有否看過Cammi的寫真？Edison想
也不想說「沒有」。至於他被指以短訊邀
請內地演員吳思凡到酒店密會，Edison承
認認識對方，但很多人可以在電話冒充陳
冠希的名字，他說：「佢話係就係，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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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係就唔係。」問他可當對方是
朋友，Edison立刻劃清界線說：「我個人
不是這樣隨便，現在有關追女仔和拍拖的
事我也很亂。(是否仍放不低Vincy？)所以
亂。(會翻撻對方？)時間會證明一切。」

■Edison言談間似有意「翻追」楊永晴。

被指是低學歷的「何家淑女」

超儀無悔棄讀大學入娛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 賭王何鴻燊三太陳婉珍的二
說到何超雲和陳山聰愛得纏綿，男方在大腿內側紋上超
女何超蓮剛在倫敦大學以一級榮譽畢業，成績驕人，三太和 雲的英文名，超儀表示自己沒有紋身，所以不會去八卦，
一對仔女亦有參加超蓮的畢業禮，不過二房的何超儀（見左 自己亦不會要求老公作愛的紋身，這些事情自願去做才夠
圖）因而被揭沒有入讀大學，被指是低學歷的「何家淑 sweet，超儀也沒有把老公的名字紋在身上，她笑說：「佢
女」，但超儀無悔當年棄讀大學而加入娛樂圈，正所謂人各 紋過類似我的形狀，但因看起來像大姐明又像陳曼娜，所
有志。
以鏟了。」婚後多年的超儀仍沒有生育計劃，寧可去領養
何超儀和徐濠縈前晚出席同一場合，當超儀被問到在家族 和助養，一切順其自然。
中，她是罕有沒入讀大學，她直認不諱，她認為一生人有
徐濠縈馬年才造人
太多事情要選擇，這也沒辦法，因人各有志，因當時想加
又，徐濠縈的時裝店搞得有聲有色，今年底計劃在港島
入娛樂圈，最理想是在10多20歲開始，所以當年選擇放棄
讀大學，她說那時爸爸都有叫她讀大學，自己都考上了， 區再開第3間分店，之前在內地和台灣也有人斟她開店，但
不過人各有志，不介意被指學歷低，像沒有讀大學的劉德 她開時裝店主要為興趣，也不想經常飛來飛去，始終正職
華一樣很成功，所以父母有時要相信仔女，自己的焦點希 是湊女，副業是開店，又覺得錢是賺不盡，還是留守香港
望放在一件事情上。時至今日也不覺遺憾，若然遲入行才 最適合。有指她打理生意這樣忙碌，有否給老公陳奕迅
是遺憾。問她會否考慮再讀大學，她笑說太多事情要做， 「乍型」？她笑說：「無詐型，佢仲忙過我，我都有時間湊
女，不過女兒這星期開始放暑假，我便安排playday給她，
下世吧。

劉雅麗喜見原班人馬重聚

宣萱想做一次壞蛋綁架人
了24次人質角色，宣萱仍笑
說：「被綁架都開心過 婚
紗，雖然不夠做人質多，但都
婚紗 到好悶。」記者笑她
快點結婚真 婚紗就不會悶？
宣萱答謂：「我結婚的話也未
必 ，因為不想高調，最好靜
靜地飛往外地舉行簡單婚禮！」
不過宣萱坦言多年也做好人角
色，她都好想做一次壞蛋，甚
至反過來做綁匪去綁架人，但
她即指 身旁的馬德鐘笑說：

楊怡搵銀至上

樂與謙仔再搭檔
香港文匯報訊 馬國明(圖右)與
楊怡(圖左)日前齊接受訪問，為
《回到三國》宣傳。二人在劇中
有感情線，不過楊怡就埋怨馬
明的角色花心，最後都不喜歡
她，馬明自己也承認今次的角色
不務正業，沒有經濟能力，又不
熟識歷史，並笑謂：「現代人都
是花心的。」而有指《三國》在
暑期播出，是「砲灰檔」，楊怡

笑言有林 份不會是「砲灰」
了，並笑說：「旨意他了。」
楊怡與馬明繼《On Call 36小
時》後，此次再演情侶，問二
人有否想過以情侶檔賺錢？楊
怡坦言：「都想快點搵外快，
但最近都忙於拍劇，亦很少人
找我跟馬明配搭。」記者笑她
有羅仲謙？楊怡笑說不論是跟
謙仔還是跟馬明拍檔也好，總
之有錢搵就最好，她不會因為
緋聞，而不跟謙仔工作。
馬明亦提到感情事，他坦言
現在會以搵錢為上，之後才找
女友，豈料楊怡踢爆馬明其實
是想找老婆，馬明自言已很積
極，但會隨緣。楊怡又趁機讚
馬明為人細心，是好老公人
選，不過馬明就無奈地說：
「但這個圈好多人是找男友，不
是找老公。」那楊怡是想找老
公還是男友？她即笑說：「我
想搵錢。」

「這個我就綁不到了，超過六呎
和太大隻的都無人會信。」對
於《飛虎》安排在周六、日播
出仍有不俗的收視，宣萱表示
過去自己主演的劇也很少會追
看，但現每到周六、日，她都
一早在家坐定定等播映，另又
有外國的朋友亦有追看，更說
比現在黃金時段播出的劇集還
要好看。
提到馬德鐘曾說過收視好就會
穿泳褲來宣傳，他笑說：「真

■徐濠縈一如以往，以潮人
■徐濠縈一如以往，以潮人
■徐濠縈一如以往，以潮人
■徐濠縈一如以往，以潮人
■徐濠縈一如以往，以潮人
■徐濠縈一如以往，以潮人
Look與丁子高現身活動。
Look與丁子高現身活動。
Look與丁子高現身活動。
Look與丁子高現身活動。
Look與丁子高現身活動。
Look與丁子高現身活動。

18年後再演《春天》

演正派角色多年已感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慶全)
劇集《飛虎》一眾演員馬德鐘
(圖右)、宣萱(圖左)、袁偉豪、
王浩信、翟威廉、苟雲慧、王
君馨、張嘉兒及陳自瑤，昨日
到仁濟醫院長者鄰舍中心進行
探訪，即場跟老人家玩遊戲拿
槍大擺甫士。
馬德鐘跟宣萱不約而同穿上黑
白情侶裝，他倆均笑指第一次
宣傳之後到昨日才再見到面。
對於多年來拍無 劇被安排做

有時佢會去朋友屋企玩和過夜，遲些便會一家去美加玩，
但不會去英國睇奧運。(可以趁機造人？)唔使一定出埠先造
人，不過我和老公都不喜歡蛇，覺得很恐怖，有可能馬年
先造。」

的可以搞個船河，男人 泳
褲，但無講話不准 衫。」宣
萱即醒目地答嘴：「我老人家
不用了，都是交給後生的去
泳衣啦。」

阿Sa每早跟老師學唱歌

羅力威首張碟獲金唱片
香港文匯報訊 蔡卓妍(阿Sa)(見圖)昨日到新城接受訪問，將於
下周二出新專輯《Montage》的阿Sa透露，今次唱片封套拍攝
要到中環鬧巿的馬路上，於中午時份邊過馬路邊影相，亦因
有太多路人圍觀故感到尷尬！阿Sa又透露找來家中5隻愛犬客
串，特別買了零食以獎勵牠們。
問到男友陳偉霆對其新碟可有評價？阿Sa沒有
多提男友，只謂身邊好多朋友很遲才聽，大家
也讚不錯，她說：「之前出碟好密，現在有充
裕時間，加上今次公司的資金充裕！」而對
於網民為她冠以「走音天后」之名，阿Sa
直言會繼續努力，現時每早也找歌唱老師
學唱歌，老師也叮囑她不要聽其他人聲
音，不想她被其他人的言論「打殘」。
另外，阿Sa師弟羅力威於上月尾發行
首張同名個人大碟，推出未夠一個月，
已達金唱片銷量！唱片公司特為他舉行
慶功宴，延開18席與傳媒贊助商、公司同
事及粉絲等分享其喜悅，霍汶希(Mani)更
於祝捷會上送上小提琴以嘉許甫出道便得
到多個好成績的羅力威。唱片商會主席詹
峰更頒贈金唱片予羅力威，以示嘉許，最
後吳雨大哥送上當紅燒豬一隻祝大紅大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 由劉雅
麗、陳潔靈、蘇玉華(見圖)、米雪合演
舞台劇《我和春天有個約會》，相隔18
年，將於明年3月捲土重來，再登上舞
台在新光戲院公演，昨日除米雪因身在
外地拍戲，其他3位演員均有出席《麗
花皇宮2012》記招，並透露重演心情。
《我和春天有個約會》的監製高志森
和編劇杜國威在記者會上透露，之前就
該劇在文化中心申請7次，希望有兩周
檔期，最後只獲得3日場地演出，幸而
最後新光戲院答應批場地，而有關訂票
表格在今日公映的「麗花皇宮」場內派
發，二人更在台上否認不和傳聞，強調
二人只是多年沒見，有事才會搵對方。
陳潔靈、蘇玉華、劉雅麗接受訪問
時，她們原以為《我和春天有個約會》
已經「封箱」，能夠重見天日感覺很奇
妙，大家又再重聚一起，加上在新光
演出，完全配合這股懷舊感覺，更從
高志森方面得知，將會源用舊劇本再
作更改，深信會愈改愈好。劉雅麗

謂：「當高志森提出時，自己第一個
要求是4個女仔原班人馬演出，這才有
意義，重聚的感覺好過癮，記得當年
完騷後哭了一場，大家做了70場，相
處有3個多月，已經產生感情。」陳潔
靈謂：「上次男主角是杜國威的徒
弟，今次男主角相信高志森會有心
水，暫定會預售10場，因為很多機構
想包場做善事，所以應該不只10場。」
主辦人李居明透露粵劇《潘金蓮新
傳》反應熱烈，打算做完《春天》劇
後，再與高志森合作把《潘金蓮新傳》
搬上新光舞台，屆時由焦媛演出，男
主角人選有單立文、謝君豪，並透露
當中焦媛會有床上戲。

2012亞洲先生競選

公開招募

香港文匯報訊 2012年可以稱得上是世界選舉年，故今年《ATV亞洲先生競選》
將以「卓越非凡、強者風範」為口號，希望選出一位富領袖才能及風範、敢於
承擔及魅力超凡的「亞洲領袖」！昨日進行亮燈啟動儀式，《ATV2011亞洲先
生》冠軍邱士峻、亞軍尹雅嵐、季
軍林睿、亞洲型男大獎得主徐丁及
十強選手塗諾；再加上一眾亞洲小
姐包括：馮雪冰、王家敏、韓燕、
筱靖及林紫君，以華麗服裝亮相，
大談心目中領袖必備的條件，又在
台上演繹五大「領袖必備元素」包
括：保護、承擔、愛錫、魅力及溫
柔，藉此呼籲18歲以上具備領袖特
質的型男報名參加，截止報名日期 ■徐丁、林睿、馮雪冰、筱靖、韓燕及邱
士峻等宣傳今年的《亞洲先生競選》。
為8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