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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怡昨日於葵芳出席 「花式單車」
活動，楊怡表示很少時間做運動，但早
前拍了場《法網狙擊》踏單車戲，她說
： 「當日踏了整日單車令我勾起好多小
時回憶，但花式單車就完全不懂。」問
她會叫緋聞男友羅仲謙陪伴踏單車嗎？
她說：「我平時不會踩單車，拍劇先會，
如果要請教會請教他健身。」問她試過嗎
？她稱未，暫時女仔不用太大的健身。

姐姐將結婚
楊怡被問會否喜歡健碩類型？她表

示沒有，最重要身體和體態健康及舒服
，她亦言哪個國籍男士都可以接受，沒
有所謂。

至於最近有否看羅仲謙新劇《飛虎
》，她稱沒有時間，因為要開工，她連
自己的劇都沒時間看。對於有周刊爆其
演出的《回到三國》結局，她表示寫了
可能更有吸引力，不擔心影響收視。說
到其姐楊卓娜將結婚，她表示很幸福，
稍後一定會安排時間出席其婚禮，更笑
謂可能要請足三日三夜假期。

陳偉霆搞喊小妹妹
陳偉霆（William）昨日於荃灣出席迪士尼活動，

他表示特別帶同小時家姐送的唐老鴨公仔前來，以示
支持，他說： 「這個公仔有十多年了，那時家姐去加
拿大讀書，我不捨得她，家姐就叫我望住公仔當和她
在一起。」William笑言原本公仔是黃色因為有口水污
漬，但現在又很雪白，可能媽媽清洗過。

William於活動中為一位小妹妹拍照，小妹妹相當
喜歡 William，當 William 做訪問時，走到他面前哭着
說不捨得，要見陳偉霆哥哥，十分搞笑。William表示
十分多謝迪士尼，因當年他剛剛簽公司的兩、三年，
全靠迪士尼出糧給他，他說： 「那時迪士尼會畀工作
我，每個月出的糧好高薪，足夠用一個月，當時我是
年輕人，五、六千元都捱到兩個月，使費不多。」提
到 當 年 他 做 迪 士 尼 工 作 認 識 到 當 時 的 緋 聞 女 友
Angelababy，他稱只是一起工作。問他會帶女友蔡卓
妍去迪士尼玩嗎？他稱反而想帶兩個侄仔去，他又謂
平日很少為女友影相，他自己亦很少拍照。

模特兒Jessica C.、貝安琪及羅
仲謙昨日獲邀出席 「俄羅斯金牌體
操大匯演」活動，跟前奧運金牌選
手學習體操動作，以露腰短裙上陣
的JC由於牽涉大動作，不慎露出黑
色打底褲及胸墊，上下失守的她尷
尬萬分，不時用手左遮右掩，相當
狼狽，而運動型的貝安琪即場表演
多個高難度瑜伽動作，更落力拱橋
，盡顯線條美，相反 「大隻仔」阿
謙嘗試倒立及打筋斗的動作時，手
騰腳震，幸好順利過關。

早結婚早有孩子
阿謙表示： 「我雖然好喜歡運

動，但體操是另一門學問，剛剛玩
動作的時候都好擔心出醜，人大個
就會考慮好多，好擔心自己整傷影
響工作等等。」他坦言有相士贈言
鼓勵他練大隻曬黑，會改善命弱的
命運。問到會否提到成家立室？他
表示： 「隨緣啦，我想成家立室，
因為好想早少少有自己的孩子，可
以一齊運動，（楊怡話求婚應該低

調進行？）同意，兩個人浪漫一點
，結婚就會公開，因為這是一份責
任心，要給對方一個名分，待我成
功後再告知大家來贈興！」而JC表
示有打底褲，但不想被大家拍到不
美的照片，所以才遮遮掩掩，她說
： 「我會識得睇記者們的反應，見
大家望定我身體那一部分，就會知
道出事。」JC坦言一向熱愛運動，
不時會練瑜伽及游水，她坦言家中
天台有游泳池，不擔心被偷拍泳照
，反而怕被拍到素顏照。」

韓毓霞隨時候命
同場的無線體育節目主持韓毓

霞（Wendy）為活動採訪，雖然公
司未獲奧運播映權，但 Wendy承認
已經準備出發倫敦，她表示： 「公
司的確指示我們準備明日（今日）
出發，但情況每日都變，連酒店跟
機票都未定，這兩天才獲通知都好
倉促，我家兩隻狗都臨時要找朋友
寄養。」她坦言做好心理準備被拒
入場內，希望到時候隨機應變。

王浩信、陳敏之及森美昨日於九龍灣拍
攝無線新劇《法網狙擊》，講述飾演警察的
森美勇救想跳橋的弟弟王浩信，王浩信因心
情低落想跳橋尋死。王浩信表示全程要吊威
吔，他稱本身有畏高，之前拍攝《飛虎》要
游繩自己都好緊張，他說： 「今日我要拍扮
悲傷的戲，但內心又要忍住不可以表露驚慌
，拍攝時都幾驚。」王浩信表示前一晚有睡
足覺，又笑言出門口前望一望女兒說爸爸要
上路了，如果昨日的戲份順利完成，相信返
家見到女兒會分外開心。

森美表示為了這角色減了十多磅，希
望以最fit狀態示人，因劇中有不少動作場

面，有一場要一打十二個，笑言勁過
葉問。他稱劇中更有場與陳敏之親熱

戲。陳敏之表示今次拍此劇有少許
辛苦，因有爆破、跳水及大量動作
戲。

何佩瑜（Jeana）昨日身穿比堅尼現
身旺角鬧市，為洗頭水用品宣傳，更即
場用花灑洗頭，吸引大批途人圍觀。濕
身的 Jeana，不慎露出 Nude Bra。Jeana
指今次是最激一次，她以往未試過在鬧
市穿比堅尼，幸好身邊有保安圍着，否
則大家會以為她發神經。今次的酬金是
否很好呢？Jeana坦言有六位數字，都開
心滿足。

最激一次
但如此性感，男友張柏文不介意嗎

？Jeana自爆男友因為不關櫃門，令她玉
背上留下傷痕。他們是否同居呢？Jeana
坦言偶爾會，但她指男友都有買去疤膏
給她，相當細心。提到她賺錢似是比柏
文多，她立即澄清，指男友都好忙。男

友昨日會否在現場暗中保護她呢？Jeana
立即搞笑大叫男友名字，她表示不知男
友有沒有來。

不出寫真
書展將至，但Jeana今年沒有推出寫

真，但她會支持師妹澳洲新 8 模以及模
媽 Mia。對於 Mia 的寫真因被淫審處裁
定為不雅刊物，結果要重印。Jeana認為
Mia 只是想保障內容。不過，她考慮拍
攝一輯相作私人珍藏，但不是拍裸照。
談起之前的死敵許穎寫真集被批像 AV
及成人雜誌，Jeana表示不知道，可能對
方去了日本。她又是否覺得對方真的像
AV？Jeana 笑言大家都知日本最出名是
什麼？

王浩信拍跳橋戲驚青

聽楊怡話聽楊怡話羅仲謙羅仲謙
低調求婚低調求婚

黃貫中（Paul）向來性格火爆，未知是
否因為女友朱茵懷孕被傳媒追訪，加上在紅
館做兩場演唱會壓力爆煲。前晚在第二場演
出期間，憶起黃家駒已忍不住落淚。及後在
慶功宴上，提起首場只有七成入座率，突然
情緒激動，又不滿報道篇幅細。

林保怡突現身
懷孕的朱茵前晚繼續未有出現，但黃貫

中的父親、黃耀明、王馨平、陳偉霆、何超
儀、徐濠縈、馬浚偉等都有捧場。阿 Paul
前晚在唱到《In the name of rock》，一時
興起豎中指做粗口手勢。在唱出《情人》一
曲時，他都感動落淚，又表示家駒都會來看
他演出。阿 Paul 說： 「家駒係一個神話，
無佢即係無我，有好多嘢係台上唔敢講，怕
講咗會捱唔到落去，好兄弟，夾 band 先夾
人，夾唔到人就夾唔到音樂，要互相支持。
我今日都有好多錯，多謝大家包涵。」期間

安慰隊友時，又爆粗，情緒起伏很大。最後
以 Beyond 一曲《不見不散》完結演唱會。
他坦言也不知是否有機會再開騷，希望不用
再等六年。而安哥環節，由《天與地》組合
陳豪、黃德斌擔任嘉賓，有工作在身的林保
怡突然現身，令大家十分驚喜。保怡都笑指
阿Paul一早知道，但就十分好戲。

慶功宴上激動
慶功宴上，阿 Paul 表示籌備演唱會好

疲累，像虛脫一樣。之後又表示想退休，但
當問到他是否有此打算時，他卻說： 「退休
唔做？食屎啊。」提到忍不住落淚，他表示
想起歌迷多年來的支持，再加上開騷壓力大
才忍不住。提起女友朱茵，他指女友臨盆前
也應該不會出外，因為寓所外都有狗仔隊守
候。之後突然激動起來，指女友前日拿演唱
會的報道給他看，但篇幅比電話還小，之後
又指記者亂寫他得七成入座率，又指責傳媒

根本沒有入場看騷。記者
指可能是誤會，他就突然
失控說： 「可能係誤會，
就當我誤會，我正衰人，
正××！出街被車撞死，
我無所謂！我有咩得罪你
哋，希望你哋可搵到第二
個黃貫中！」他又稱做了
三十多年音樂，卻一直被
視為垃圾，又指自己被傳
媒踐踏多年。

黃貫中壓力大尾場騷落淚
楊怡沒時間看男友劇

Jeana鬧市穿堅尼玩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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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後左）、阿謙（前左）和貝安琪
昨在活動上，學習體操動作

◀楊怡（右）玩花式
單車得個樣

▲陳偉霆（左）因小妹妹撒嬌，一度無
計

▼王浩信自言畏高

▲王浩信（下）跳橋，森美
（上）奮力相救

▲阿Paul於台上一度感觸落淚

◀林保怡（右二）突然
現身，阿Paul（左）、
黃德斌、陳豪（右）均
十分驚喜

▼ Jeana穿比堅尼洗頭，大派冰淇
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