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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伊健、蔡卓妍繼
《我老婆唔夠秤》後，
相隔十年再合作拍攝《我老公唔生性》，前
晚電影在灣仔一火鍋店舉行 「和頭酒」宣傳
活動，除兩位主角外，戲中有份演出的鄭欣
宜、趙碩之、徐正曦等都齊出席。最近伊健
與女友蒙嘉慧再傳婚訊，伊健再否認，但他
坦言也是時候成家了，總之結婚時一定通知
大家。

日期─世界末日前
前晚大會要伊健像戲中一樣哄回太太阿

Sa，但大會就安排阿Sa的好姐妹欣宜來刁難
伊健，要他吃麻辣豬腦及雞子。最後伊健下
廚煮了一碗 「招牌認錯麵」給阿 Sa。提起婚
訊，伊健說： 「梗係唔係啦，經常提起真是
沒有驚喜，總之不是報道所講那樣。」伊健
又謂若結婚一定會講出來的。那今次是否為
個唱宣傳？他笑言不知道，但都覺得好湊巧
，就當是宣傳好了。伊健又埋怨記者，不時
有這些報道，令他的計劃被破壞了。記者指
他何不定一個日期？伊健笑說： 「咁世界末
日前啦。（即係今年年底？）真的預言家指
世界末日還有很長時間。」問到他是否已籌
備好？他就笑言演唱會就籌備得七七八八。
他又強調不會婚後才公布，但也未必會大排
筵席。至於生育計劃，伊健表示暫時未有此
打算，他覺得這個世界不太適合。不過，伊
健坦言是時候成家了，但還是待真的發生時
才恭喜他。對於梁詠琪也祝賀他，古巨基又
提議他在舞台求婚，伊健指基仔求婚先，但
之後笑說： 「唔係，佢未有女友！哈哈。」

記者指基仔未
有否認過，伊健笑說： 「我講就不用負
責任，原來他有女友的嗎？」

阿Sa─不是屬實
阿Sa笑言也有問伊健，但相信不是屬

實。今次相隔十年再合作，阿Sa指大家私下
少聯絡，但到開始拍攝時，感覺到兩人真像
生活過一樣。有場戲講她求伊健別離開，大
家都哭出來，原先導演沒想過會這般煽
情。戲中她會向伊健倒水、掟蛋糕，她
笑言是特別向導演要求的，藉此報
復，因為伊健常作弄她。提到千
嬅產子，阿Sa都恭喜對方，
會物色有沒有東西適合對
方。

另外，欣宜前晚性感
出現，展示 「事業線」
。她表示平時少作性感
打扮，但今次夢想成真
可飾演喜劇女主角旁的
「八婆朋友」，所以才

隆重其事。但她笑言
拉拉鏈時，將拉鏈弄
爆了，最後要用上五
個扣針，及後又整
爛鏡。談及父親節，
她表示未約父親。

周秀娜男友陳偉成（Avis）昨日於新城接受訪
問，宣傳新戲《喜愛夜蒲2》，Avis表示最近在港
開始多工作，故與女友甚少見面，她現時於內地
拍劇，要月底才返港，問他怕感情變淡嗎？他稱
少見更好，鬧交都少一點。問 Avis 其女友會怕他
有狂蜂浪蝶嗎？他表示不用驚，他反而擔心女友
，不過拍拖其實最重要相信大家。Avis坦言以前會
赴外地探女友班，但自從工作忙就沒有，之前生
日都沒時間探她，只空運花和安排蛋糕送給女友
，至於女友有否詐型？他稱沒有，能於工作中渡
過都開心的。

笑言買止癢膏
最近 Avis 不時傳出緋聞，他表示女友沒有生

氣，因知道不是真，他說： 「我們已拍拖六年有
信任。」提到二人明年是七年之癢，他即笑謂要
買定一支止癢膏，癢就塗多一點。他又謂現時少
見面令二人更保持新鮮感。問他有考慮結婚嗎？
他坦言暫時未考慮，大家要再搵多些錢。被問會
否介意女友收入、名氣較高？他坦言沒有比較，
他亦不覺女友帶挈自己什麼，他稱反而有點介意
大家叫他做周秀娜男友，希望將來可以調轉，大
家叫周秀娜做陳偉成女友。

伊健伊健伊健結婚不鋪張結婚不鋪張結婚不鋪張
不生不生

方大同MV被虐覺值得

陳偉成不怕七年之癢

方大同最近忙於寫歌，甚少露面。今
日大同2012年首支派台歌《BB88》將派台
，唱片公司更破天荒跟 iTunes 合作，讓全
世界的 iTunes 用戶於新歌派台日起可以
$0.99美金購買該單曲。同時，唱片公司特
意將歌曲及 MV 同日派台。MV 更重金禮
聘著名導演Vernie Yeung拍攝。

這次大同亦包辦歌曲的曲、詞、編、
監，還首次參與 MV 幕後部分，親自構思
MV 內容。一向鍾情於功夫的他更加插不
少功夫場面，所有被打的危險鏡頭更親身
上陣。他又邀請了華納明年力捧台灣新人
王詩安（Diana）擔任女主角。《BB88》
以野蠻女友為題材，雖然女方有很多缺點
但男方仍然離不開，故 MV 中有不少大同
被欺負的場面，又被丟花瓶、又被人用枕
頭打。

野蠻女友
MV在一間拳館取景，其中一幕Diana

要用枕頭打大同，她事前一直擔心會打傷
身形纖瘦的大同，拍攝時枕頭裡的羽毛又
會飛散出來，令患嚴重鼻敏感的大同不斷
打噴嚏，導演見狀不忍他如此辛苦，提議
刪減該場戲，可是敬業的他堅持拍攝。大
同指今次的 MV 雖然又要被打又要忍受鼻
敏感的折磨，但這是他第一次親自構思
MV，出來的效果跟歌曲很配合，也是值
得的。

無線無線跟跟環球環球無偈傾無偈傾

苗僑偉（三哥）、黃日華、任達華等昨日於尖沙咀出席香港汽車會
「百年願景 齊驅共創」記者會，同場還有香港汽車會會長余錦基。黃日

華昨日負腳傷出現，他表示上星期踢波不慎扭傷，他說： 「現在肌肉撕裂
，應該要三星期才真正康復，幸好沒有影響工作。」他稱現時每天要敷藥
八小時，每朝都要針灸，問他其妻有叫他減少踢波嗎？他表示不會，始終
意外是估計不到。問他受傷與年紀有關嗎？他即笑謂： 「一定有影響，加
上又熱身不夠，體力不夠，全部都退化。」對於好友劉德華的女兒日前滿
月，黃日華指華仔早前與歌迷舉行聚會，華仔都有邀請他，只是他出席不
到，提到華仔發放一家三口的牽手相片，黃日華即謂： 「很溫馨，所以華
仔不願外出都正常，家裡多添一位小成員，之後一班兄弟得閒再約。」他
稱在微博見到千嬅的一家三口合照感覺很開心，並大讚千嬅修身很快。

三哥：很神秘
苗僑偉被問起華仔女兒滿月，三哥起初表示不回應，因為已經說過，

但提到華仔發放一張一家三口牽手相，他即笑謂： 「這樣神秘？起碼肯出
來見人先啦！」三哥稱其實是開心事，應該沒有所謂。問他何時約華仔？
他坦言未有時間，但相信華仔現時很興奮，不過這個階段無謂打擾他。被
問會否與華仔分享湊女經？三哥即謂： 「好了，這話題到此為止。」三哥
透露將赴歐洲拍廣告，現考慮一家順道旅行。任達華表示最近忙拍新戲
《非常警長》，戲中飾演警察，他稱現時日夜顛倒，有時太累唯有幫襯小
紅和小綠（即紅色及綠色的士），不過任達華表示仍堅持晚上有睇波，但
只會看一場，因為實在太累。他又透露計劃與女兒、太太去倫敦放暑假。

剛為人父的劉德華前晚於九展舉行 「華仔
天地」邁向 25 周年聚會，華仔未有現身接受場
外傳媒訪問，但他在其官網就上載了十幾張場
內的聚會相片。今次聚會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歌
迷出席，場面熱鬧。

華仔特別感謝台前落力表演的歌迷及幕後
工作人員和義工。今年的聚會以氣球為主題，
全場動用多達 30,000 個氣球。華仔除置身在大
堆氣球當中，更穿上用氣球造成的服裝，相當
帥氣。會上華仔及歌迷亦為華仔爸爸慶祝生日
，榮升祖父的劉爸爸似乎心情特別愉快。華仔
亦留言感謝 「家人」（歌迷）送給他禮物，不
少歌迷都愛屋及烏，送了不少BB用品給華仔，
會上華仔又跟已為人父的歌迷交流湊B心得及分
享做爸爸的點滴。

華仔和粉絲講湊B經

黃日華黃日華爆爆華仔華仔湊女大過天湊女大過天
因為《那些年》成為 「宅男女神」的陳妍

希（Michelle）除了擁有清純氣質外，還擁有
粉嫩肌膚。最近獲 Neutrogena 邀請拍攝新一
輯廣告，並擔任代言人。談及護膚心得，她覺
得潔面最重要，特別是現在很多女性，不論是
藝人還是OL，差不多每天會化妝上班，所以
早晚的清潔工作真的不可以懶惰，否則污垢會
堵塞毛孔，令晚霜也不能吸收，更可能引致皮
膚敏感。

陳妍希表示現在工作回家後，都會非常疲
倦，想盡快睡眠休息，但仍會小心潔面，弄得
乾 乾 淨 淨 才 去 睡 。 目 前 她 忙 於 為 港 片
《Together在一起》拍攝，未來還有三部片約
待完成。另外，今年有出唱片的計劃，到時希
望有機會再到香港跟粉絲作近距離接觸。

陳妍希美肌重潔面

無線近年音樂節目因為四大唱片歌手缺席，可觀性大減。
隨着四大唱片跟無線關係 「破冰」，無線亦計劃收復失地。昨
日非戲劇製作總監余詠珊、綜藝及音樂科助理總監陳家揚和監
製麥鎮東齊在無線外事部舉行記者會，宣布未來無線的音樂節
目計劃。

為樂壇出力
首先無線會跟韓國 KBS 電視台於香港舉行 「Music band

in hk」，當中包括八隊樂隊如東方神起和wondergirl。無線將
取得獨家播映權。7月7日舉行 「2012翡翠歌星紅白鬥」，出席
歌手包括古巨基、容祖兒和林峯等。11月則再舉行 「翡翠歌星
賀台慶」。同時亦會為歌手拍攝音樂特輯，包括李克勤VS容祖
兒，林峯VS鄭嘉穎等。余詠珊說： 「希望以三年追回十年的成
績，不惜工本為樂壇出份力。」

不再做主動
無線要求環球歌手簽 「七日通知備忘錄」，才可亮相其他

電視台。但環球不肯簽，余詠珊表示其實簽了無線，也可以去

第二個台，他們不這麼專橫的，只希望每一個友好關係的唱片
公司，覺得TVB重要一點。她說： 「我們無限制的，只是有兩
三間仍考慮緊，而環球特別些，關係再遠些，都好希望可以好
好傾，但過程不順利，件事已完結了。」

余詠珊表示不論是否有環球歌手，無線也會認真搞好音樂
，跟無線友好的歌手不少於200人，若想跟無線做朋友的，無線
會珍惜他們。她說： 「至於不能的，好遺憾不想和我們做朋
友。」未來會否跟環球再傾？她表示不會主動傾及主動招手
了。

▲陳妍希計劃今年出碟▲陳妍希計劃今年出碟

▲陳偉成信得過女友不花心▲陳偉成信得過女友不花心

▲方大同（右）為拍MV，甘被詩安打▲余詠珊（左）表示暫不會再和環球接觸▲余詠珊（左）表示暫不會再和環球接觸

▲華仔狂
收BB禮物

▶華仔做
了老竇，
分外帥氣

▲黃日華帶傷出席▲黃日華帶傷出席

BB
◀伊健自覺是
時候成家

▶欣宜罕有
騷事業線

▲阿Sa（左
）和伊健兩
位冤家再聚
頭拍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