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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腹誕下三女取名
剖腹誕下三女
取名
S
A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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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S 稱女 B 臉小腿長哭聲響
去年九月開心證實懷有第三胎的
小 S，今年年初暫停主持工作，專心待
產，上周傳出第三胎一樣選擇剖腹，
在四月五日這天迎接新生命，果然上
午九點多她便發出簡訊，證實產下三
千二百克重的小女兒。命理師江柏
樂： 「從這個命盤來講，既然是武財
神生日，我們當然建議說她可以往生
意來發展，將來必定是一個事業上的
女強人。」命理師表示選在昨日剖
腹，剛好是農曆三月十五，武財神爺
的生日，小 S 女兒日後從商必定會賺大
錢，甚至建議小 S 拚第四胎，因為明年
蛇年，生兒機會高。出院後，小 S 會和
前兩胎一樣，到一個月四十萬台幣的
高級坐月子中心，調養恢復身材，盡
快回到演藝圈。另有其他藝人於微博
送祝福。Hebe： 「哇！小臉長腿耶！
恭喜嬰兒界的正妹平安來到世界上！
一定要健康長大喔！」Selina： 「好棒
啊！恭喜！」Ella： 「哇，恭喜恭喜！
好想玩嬰兒喔！」

▲小 S 誕下的女兒，被大 S
形容臉小、腿長、哭聲響

▲

▲大 S 在網上留言宣布妹妹誕下女兒
大 S 與妹夫陪伴小 S 到產房生產

在內地拍劇的陳國邦傳短訊鼓勵羅敏莊
羅敏莊表示不用帶備嘔吐袋上台

■電郵：tkpgw@takungpao.com

▲

揀選財神爺生日生產

祥仔演奸角更有發揮空間

羅敏莊開騷不用嘔吐袋

陳國邦短訊傳情鼓勵

▲懷孕兩個月的羅敏莊到伊
館開騷
陳柏霖將參與下月舉行的
「春吶」 演唱

▲

愛帥哥帶點壞

現實中的 Baby 跟所有女孩子一樣，獨愛型男
帥哥，而且要像《第》片中趙又廷的角色那樣帶一
點壞。 「我喜歡立體的人，若果性格太單一，一面
倒的話，那會非常無聊。最好是像 Iron Man，時
而溫柔，又帶點點壞；否則會過於壓抑自己，我比
較喜歡真實的人。」只是又要帥又要帶點壞的男
孩，並不是每個女孩子都可以駕馭的，但猶如天使
落入凡間的 Baby，應該可以駕馭得到的。

會否擔心做奸角會被觀眾唾
罵，祥仔笑道： 「不會，現在
觀眾很冷靜的，而且劇集先在
海外播放，得到的反應都很好，
始終古裝劇不受時間限制，不會容
易過時。」現時身在內地拍攝《大
太監》的祥仔，對王維基為首的城
市電訊加入免費電視台競爭，他認
為是一件好事，說道： 「多些人參

告拍完，其敬業精神讓工作人員感到不
捨。

下月為春吶演出

下月陳柏霖應邀為墾丁春天吶喊音
樂祭演出，他表示自己年輕時經常參加
「春吶」，只是這次是以表演者出席，
但不會感到緊張，會以玩音樂的心情跟
台下觀眾互動。談到民生物資漲聲不
斷，他倒有一套抗通脹方法，他說：
「有時人往往是想要比需要還多，平常
自己不開車，對衣服、房子也沒有特別
購物慾，目前賺的錢夠用就好。」

梁思浩 Cammi 出動壽衣宣傳
曾主持多年有線節目《怪談》
的梁思浩即將回歸，昨日與原主持
Cammi 及新任主持阿夢（岑寶兒）
到旺角鬧巿為節目宣傳造勢。
Cammi 特別穿上壽衣現身，又帶齊
白事花牌，更將原有的 Cammi 車頭
相換上回歸的梁思浩，不少遊客見
狀亦好奇地拍照。提到穿上壽衣上
陣認真大吉利是，Cammi 說： 「為
工作我不怕，之後也主要出席商場
騷及到內地登台。稍後出的寫真集
則會到馬來西亞取景。」

阿夢打破壟斷局面

Cammi 早前在該節目慘被觀眾
致電狠批，問及擁有多年經驗的梁
思浩覺得這位後輩表現怎樣，思浩
回應： 「如果做現場節目，主持人
並不易。上次只是另一主持人應變
得不好，問題不在 Cammi。」他自

言贊同 TVB 的《歡樂今宵》節目重
開，全因過往也在此節目學習到不
少東西及經驗。他並說： 「阿夢前
日與 TVB 合約屆滿，已加盟王維基
的 CTI，稍後又會幫有線主持《怪
談》節目。」思浩強調，此舉亦算
打破壟斷藝人的局面，日後藝人不

會被約綁死。阿夢則表示，自己過
往也是拍劇多未擔任過主持。
Cammi 則揚言要感謝有線給予自己
首度當主持，她說： 「主持節目頭
兩集我好像發夢一樣，因為工作多
又沒太多時間準備，自己也回去反
省一下。」

穿上壽衣的 Cammi
（左起）與
梁思浩、阿夢齊宣傳節目

AngelaBaby 為婚慶月刊《大日子》擔任四月號
封面人物，拍攝當天，Baby 分別穿上多套名牌服
裝，佩戴上名貴珠寶，搖身一變成為童話故事裡美
麗的公主。做藝人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可以飾演
不同角色，經歷無數生離死別及成敗起跌，嘗盡失
戀、苦戀、明戀、暗戀的甜與苦，而最近 Baby 在
新戲《第一次》中，就嘗到這人生五味架，包括再
一次嘗到初戀的甜，她因飾演患有肌肉無力症的女
主角而嘗到苦，再與趙又廷合作互相作弄逗笑又有
些酸，戲中要不停講冷笑話的辣，最後是哭過痛過
淚水中的鹹，她都一一品嘗過。

▲

自稱慢熱愛無線環境

陳柏霖憑偶像劇《我可能不會愛
你》的 「大仁哥」角色而人氣急升，並
繼伍佰、張惠妹及李宗盛之後成為台灣
啤酒二○一二年度的代言人。昨日拍攝
宣傳照時，他更做足代言人本分，除了
在拍攝現場暢飲啤酒外，更用烏克麗麗
彈奏一小段樂曲。
陳柏霖表示自己平常喜歡找三五好
友藉看球賽喝啤酒放鬆心情。而早前他
患重感冒仍帶病為廣告進行拍攝，結果
因為不斷奔跑，令他累極身體不適而要
入醫院吊點滴，但為了不耽誤工作進
度，他吊完後又立刻回到拍攝現場將廣

Baby 新片
嘗盡人生五味
Baby 坦 言
愛帶一點壞的
帥哥
Baby 以 公
主形象為雜誌
拍攝的封面照

與對整個行業都有衝擊，會帶來更
多的生氣，不過自己就喜歡無線的
環境，可能自己是個慢熱的人，要
熟悉的環境才合適。」

陳柏霖抗通脹錢夠用就好

▲

羅敏莊笑言入行多年才舉行首次個唱，亦可能是最後一次，
所以會盡力將最好的一面給觀眾欣賞。對於老公陳國邦身在內地拍
劇未能現身支持，羅敏莊笑言丈夫傳了很多甜蜜短訊給她，她笑道：
「結婚以來他都沒向我說過我愛你，今次他竟然傳短訊說出來，令我
懷疑是不是他寫的。」

可以與他有很多對手戲。」祥仔稱
今次劇集選角很合適，令拍攝出來
的效果更有戲味和張力。對於十多
年沒演奸角，祥仔稱反而有更大的
發揮空間，他說： 「劇中因為武承
嗣的兒子因狄仁傑而死，將所有仇
恨都遷移在對方身上，所以我與 Ken
哥有很多衝突，後期更想毒死他的
妻子，要對方妻離子散。」

祥仔十多年沒演奸角，稱奸角多發揮
空間

剛宣布懷孕兩個多月的羅敏莊，前晚於灣仔伊館舉行首次個人演唱
會，身穿低胸歌衫的她笑言不用準備嘔吐袋在台上，因懷孕以來仍
未有作嘔舉動，但舞衣就要臨時更改，要找設計師改衫幫她遮
蓋肚子，不想觀眾看到她後會反胃。
前晚羅敏莊開騷獲不少圈中好友捧場，包括宣
萱、張可頤、林文龍、郭可盈、陳展鵬、毛舜筠及張德
蘭等。開騷前羅敏莊先接受訪問，她坦言在台上會小心
走路，而且演唱會跳舞部分不算多。笑問她會否在台
上準備嘔吐袋，她說： 「不用，幸好懷孕後沒有嘔，
只有反胃的感覺，但一進食後就不會反胃。」至於個唱歌
衫因懷孕後要更改，羅敏莊說： 「其實我上星期才確認有 BB，自
己都覺得個肚好大，好像外星人羅茲威爾，要立即找設計師改衫
遮肚，不想觀眾看到會嘔。」

黎耀祥於無線新劇《盛世
仁傑》中扮演奸角武承嗣，原
來祥仔已十多年沒演過奸角，坦
言做奸角有更大的發揮空間，做到
出人意表的事情。對於劇集拍攝
後近四年才推出，又安排在
復活節長假期播放，祥仔表
示對收視不敢有保證，但
強調拍攝時台前幕後都
付出很大努力。
劇中祥仔與鄭則士
（Ken 哥）有大量對手
戲，甚少為無線拍古
裝劇的鄭則士，祥仔
直言是難得的一個好
對 手 ， 他 說 ： 「講 真
在無線要找一個有分
量的對手並不易，Ken
哥又是影帝，好開心

▲

■傳真：28345104

大 S 於十時五十五分在微博中興奮
宣布小 S 生下許老三，自曝她興奮地跟
許老三打招呼介紹稱自己是姨媽，
「可愛的許老三平安誕生了！臉小、
腿長、哭聲響。妹妹感動的流淚，妹
夫握着她的手說： 『北鼻（Baby）你好
棒！』多事的姨媽立刻在旁說： 『我
是姨媽，姨媽愛你喔。美麗的早晨！
補眠去。』小 S 和丈夫許雅鈞結婚多年
已育有兩名女兒，於今早誕下 『小龍
女』。」而小 S 在微博留言： 「非常感
謝大家對我們母女的關心和祝福！感
謝老公、大 S 陪我進產房，老公緊緊握

小 S 昨日剖
腹誕下三女，
取名 Alice

▲

老公緊握雙手感溫暖

着我的手，給我溫暖的力量！感謝婆
婆幫我按摩麻醉快退的雙腿！感謝陳
維敏醫師高超的醫術，感謝永越健康
管理中心，對我細心的照顧！除了感
謝還是感謝！也祝福接下來要生的媽
咪們，一切順利，加油喔！」

▲

■電話：25757181

徐熙娣（小 S）昨日剖腹誕下第三
胎，女兒重三千二百克（約七磅），
英文名取名 Alice。小 S 生產時，老公
Mike 及大 S 全程陪伴。陪產的大 S 心情
十分興奮，也第一時間在新浪微博中
宣布喜訊，並稱許老三臉小、腿長、
哭聲響。
據知小 S 選在昨日財神爺生日剖腹
生女，據說能為家裡帶來財富，她果
然這樣做。小 S 透過簡訊發表聲明，表
示女兒英文名取名 Alice，重三千二百
克，生產過程順利，感謝外界關心，
她產後直接就在高級的月子中心坐月
子。至於女兒要取哪個中文名，目前
還沒做最後決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