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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富城已連續五年擔任某手表品牌代言人，昨
日他盛裝到尖沙咀現身品牌旗艦店開幕活動。近日
有報道指女友熊黛林做婦科檢查，若有BB二人即結
婚，昨日城城堅拒回應，不過他直認喜歡小朋友，
更甜笑稱： 「你們搞到我好開心！」

認喜歡小朋友
城城於鬧市現身任開幕活動的主禮嘉賓，負

責剪綵兼為醒獅點睛，不少巿民及遊客圍觀，更
有警車到來戒備。大會又安排了名模Ana R.、
Alice B.等行貓步。城城透露，自己已連續第五
年任品牌代言人。他笑言： 「我覺得自己腳頭
好，希望每人也有一隻該品牌的手表。」問到
可希望女友熊黛林亦有此表，城城聞言面色一
沉，並對此拒絕回應，只說： 「若果他日有家
庭我亦希望全家也有該品牌手表。」提到若有
BB可會為他戴上手表，城城聞言難掩笑容，他

並說： 「BB點戴？未得住戴不到！」他表示，自己
一直也喜歡小朋友，不過未有這麼快組織家庭。他
亦補充： 「你們搞到我好開心！」對於近日有報道
稱 Lynn驗身等生 B，城城回應： 「不是真的我不回
應！（已準備做爸爸？）未有這個想法！（可有見
Lynn母？）我不回應！Sorry！」再問熊母似乎頗為
喜歡他，城城堅稱只談工作不談私事。

愛駒值數百萬
城城又指其三歲愛駒已於日前正式抵港，體重

達1100磅。問到價錢多少，城城強調只是數百萬，
名字則會在其金曲《愛的呼喚》、《動起來》及
《着迷》三擇其一。城城表示，《愛的呼喚》將有
最大機會，全因不少人也喜歡這名字。他說： 「我
希望《愛》可帶給大家好運。」早前杜汶澤稱以
《愛》命名甚浪漫，問及城城可有特別含意，城城
聞言心情大好，只笑笑口說： 「只是我的金曲！
（用作追女仔？）只是你們講吧！」另外，他揚言
會把其愛駒當寵物看待，待牠服役數年到七、八歲
退休後，打算安排牠留在賽馬會會所，屆時自己也
考慮策騎此馬。

潮媽陳慧琳（Kelly）在《八
星抱喜》演一名人像攝影師，由
於首次拍搞笑片，加上角色有得
發揮，感覺很好玩。

要扮鬼扮馬
Kelly 於戲中為了氹古天樂擔

任裸體模特兒，一時穿短褲扮羅
拉 show 長腿，一時就扮啤酒俏女
郎，引發一連串笑彈。由於拍攝
時 Kelly 已經懷孕，肚子開始隆起
，但是又要扮鬼扮馬，所以服裝

要特別安排。Kelly 說： 「所有戲
服穿上身後，都沒有人發現我大
肚。」講到二人合作拍攝，Kelly
指真的擦出不少火花：「有一場戲
，是講古仔只穿肉色短褲，劇情講
我要用個頭去就位遮住佢重要部
位，期間又要不停影佢相，尷尬
得來又好好笑，見到佢副 Body，
真係都想去摸下，哈哈。」

「不停踢我」
另外，Kelly 還主唱了該片主

題曲《抱喜》，Kelly 爆錄歌時，
「小龍包」也雀躍萬分： 「錄音

時『小龍包』不停踢我，就好似聽到
啲節奏輕快的音樂要一齊跳舞咁
。我都希望佢大個後活躍啲，唔
好太文靜，最好鍾意做運動，打
功夫都好。」而該主題曲的內容
是關於擁抱，Kelly 稱現在最想擁
抱的人當然是蝦餃仔，每日都一
定會跟他擁抱。至於老公，她說
有時也會在家跟他擁抱一下，沒
有特別原因，但是感覺很浪漫。

新年將至，楊婉儀早前和家人為
長者送暖，當日帶同新年禮品包及超
市禮券，送贈予基督教宣道會油麗長
者鄰舍中心的 176 名長者，讓他們
感受到農曆新年的歡樂氣氛外，亦
為寒冬增添暖意。楊婉儀並向長者
們送上祝福，場面熱鬧，眾人一同
渡過一個輕鬆快樂的上午。

活動當日，亦是楊婉儀丈夫王

瑞勳（Simon）生日，Simon說： 「生日當
日能夠參與如此有意義的活動，我感到十
分榮幸！」對於新年願望，楊婉儀說：
「我與丈夫及兩名孩子十分享受整個活動

過程，兒子 Jonah 與公公婆婆談得十分投
契，表現得依依不捨，女兒 Hannah 則十
分開心，因為公公婆婆說長得像我。我們
希望未來的日子也能積極參與各種不同類
型的慈善活動！」

周柏豪《See You Soon》音樂會前
晚於九展舉行，今次亦是他入行以來第一個
音樂會，柏豪的家人齊來支持，包括父母、
婆婆及好友余文樂、文詠珊、丁子高等，而
緋聞女友吳雨霏都有捧場。前晚柏豪的歌迷
表現熱情，開場不久便衝到台前，更站在椅
子上狂跳。期間有歌迷大叫 「何小姐」，相
信是指何超雲或何超蓮，但柏豪未有聽到。

兩女冤家路窄
柏豪見到歌迷如此熱情，他坦言這個畫

面，他足足幻想了十年，感謝觀眾實現了他
的夢想。前晚連詩雅擔任嘉賓，身為永安太
子爺舊愛的她，開場前竟與男方的新歡楊愛
瑾巧合同場，合照時董敏莉在中間，一臉尷
尬。在encore環節，柏豪原本唱出《最好不
過》，但突然奏起《友情歲月》的音樂，原
來他的偶像鄭伊健親到現場為他打氣，現場
歌迷立即起鬨。柏豪都不知所措，四度跟偶
像擁抱，伊健更祝福他下一步進軍紅館。

婆婆出院捧場
柏豪完騷後接受訪問，他坦言只演一場

真是不夠過癮，但最開心是伊健來了，因為
對方是他細個的偶像。問到他的圈外女友
Stephanie Chu有捧場嗎？他表示應該有的

，今次都請了很多好友來打氣。提到 Kary
也在場，柏豪指大家只是好朋友，無須交代
太多。他亦很感激婆婆特別向醫生請假出院
來支持他。

1 月 21 日 是 鍾 欣 桐
（阿嬌）的生日，日前阿
嬌出席歌迷會為她舉辦的
「BB Gill 生日會 2012」

，當日出席的歌迷超過四
百人。歌迷會送上特大利
是給阿嬌，利是封內是一
張由歌迷自製的信用卡，
寓意是讓阿嬌可以隨時隨
地任碌歌迷的支持，令阿
嬌十分感動。由於阿嬌超
愛米奇老鼠，歌迷亦送上
米奇老鼠蛋糕。

兩度落淚
活動其中一環節是歌

迷天才表演，由於所有禮
物都是由阿嬌親自選購，
所以歌迷們都顯得十分落
力。當中有一歌迷唱出自
創歌曲《撐你》，阿嬌聽
到感動得即場流淚。在天
才表演評分的時候，突然
來了一位米奇老鼠裝束的
神秘人，即場讀出了一封
既搞笑又感人的信，如提
到 「有時我多希望能變成
妳的 iPhone 可以經常陪伴
在你身邊」，又表示喜歡
阿嬌已十幾年。阿嬌猜不
到這個神秘人是誰，在阿
嬌閉上眼時，神秘人便除
下頭套，原來是阿 Sa 蔡卓
妍。阿嬌坦言不敢相信，
阿 Sa 為了出席她的生日會
，早一晚通宵工作，又早
了一星期開始四處找尋米
奇老鼠服飾，阿嬌感動得
再落淚。

胡楓（修哥）將於四月三日假紅
館開一場個唱，在昨午《楓修80巨星
演唱會》記者會上，修哥不諱言希望
能夠與已離世的好友肥肥合唱《現代
愛情故事》，延續自己在七十歲開騷
期間未圓的夢。

需技術幫助
記招因無線高層樂易玲姍姍來遲

，要全場人士呆等一小時才開始。由
於昨日是修哥八十歲牛一，大會安排
了生日蛋糕外，修哥契女方國珊、好
友樂易玲亦齊齊獻吻。對於自己在八

十歲開騷，修哥說： 「我在七十歲都
有開，自己亦不怕辛苦，因為仍有體
力，我在晚上也有跑步！」修哥揚言
希望自己到了九十歲也可再開騷。修
哥透露此次開騷最希望可以與肥姐合
唱。他表示： 「我最想和肥肥（沈殿
霞）合唱《現代愛情故事》，這是她
在我七十歲開騷時的構思，不過當日
她要入醫院，之前又無機會練，寄望
今次能夠在技術上做到！」問到可考
慮找欣宜代勞，他回應： 「我覺得不
同，自己希望技術上能夠與肥肥合唱
！」

台灣藝人安以軒、Makiyo、賴琳
恩、小S老公許雅鈞等昨日出席服裝
品牌 JORYA 在澳門的新店開幕禮，
但安以軒遲到半小時，過了剪綵儀式
才慢慢入場。

賴琳恩拒性感
Makiyo 昨日帶同媽媽到場，她

指媽媽早前患癌，現在已經康復，因
此特別帶她來旅行散心。講到好友小
S在台灣的節目中大彈鹿港美食味道
不好，惹來當地民眾投訴，Makiyo
解釋那只是節目效果，加上食物隔了
一天才讓嘉賓試食，味道一定有差，

相信現炸的話會非常美味。另外，
前亞姐賴琳恩透露剛拍完一部台灣
劇，由一名鄉下少女慢慢變成性感
，她笑言不怕被定型性感，但一定
不會裸露，最多只是穿內
衣。問到如果是李安找她
拍類似《色．戒》的電
影 可 會 接 受 ？ 她 說 ：
「不會，我比較保守，

之前都有導演想我全裸拍
戲，都被我拒絕了，我怕拍
了之後，將來大家會一直拿出
來看。」

Kelly錄歌「小龍包」起舞

楊婉儀一家送暖呵耆英

柏豪幻想十年成真

Makiyo替小S說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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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城承認
喜歡小朋友

▲熊黛林被傳做
了產前檢查

資料圖片

▲城城（左一）主持點睛儀式，更認腳頭好
▲Ana R.（中）及Alice B.（右）為品
牌手表行貓步

◀柏豪（右）獲偶像鄭伊健撐場

▲連詩雅（前排左）和楊愛瑾碰上，要
董敏莉（前排中）夾在中間緩和尷尬氣
氛

◀修哥四月紅館開騷，老當益壯

◀Kelly於戲中扮鬼扮馬

▲楊婉儀聯同丈夫和子女一同訪耆英

◀阿嬌（中）收到粉絲
自製信用卡，感動不
已

▼ 阿 嬌 生 日 會
（左），阿 Sa
扮米奇祝賀

◀賴琳恩（左起）、Makiyo及安以軒難得踫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