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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碩之、林敏驄及張暖
雅等前晚於佐敦出席一開幕
活動，林敏驄的前妻陳伶俐
近日被傳懷孕，他笑說：
「咁犀利？」問他可有與伶

俐聯絡嗎？他坦言沒有，並
反問點解要聯絡？至於照顧
兒子責任是否由伶俐負責？
他表示已交棒給她很久了。

趙碩之曬傷
趙碩之表示最近忙於綵

排舞台劇《風之后》，劇中
飾演李麗珊，所以皮膚曬得
很黑，手臂都曬傷，她稱雖
然花很多時間出海玩風帆，
但並不辛苦，感覺好好玩。
問她事前有拜訪李麗珊嗎？
她稱李麗珊本身是個很低調
的人，不喜歡私生活被打攪
，故沒有專程去找她，但有
看過其自傳。趙碩之坦
言今次演舞台劇推
了其他工作，少賺
了六位數字酬金
，但仍覺值得。
而張暖雅則表示
做這行化妝很重
要，她有意學化
妝，但過往拍拖
的男友就喜歡她素
顏。

「全創作王子
」嚴爵第三張創作
專輯《單細胞》將
於下月 28 日正式
發行，是次作曲、
編曲、製作依舊由
嚴爵一手包辦，他
更曾二度飛往日本
進行後期製作，混
音部分邀請了日本
「新宿系創作女王

」椎名林檎的御用
混音師北城浩志擔
任專輯混音師。嚴
爵開心得直說：
「根本就是美夢成

真！」兩人又恰好
同為熱愛美食的金
牛座，因此嚴爵抵
達日本的第一天，
北城浩志便熱情推
薦不少東京必吃美
食，更讓嚴爵品嘗
日本獨有的 「生馬
肉」料理，令嚴爵
讚不絕口。

嚴爵在新專輯的造型 「英式龐克」首度曝光，他戴上牛角耳環、
身穿黑色皮草展現帥氣下的叛逆血液。為了讓 「爆汗王」嚴爵在盛夏
穿上黑色皮草也能順利拍完宣傳照而不中暑，造型師以特殊塑料打造
了這套仿皮草式大衣，看似厚重實則相當舒適通風，只是一條條的特
殊黑色塑料近看宛如日式的海苔絲，讓嚴爵戲稱這套宣傳服為 「海苔
裝」。

仁美清叙前日應廣州 「紅棉
國際時裝城」邀請，出席廣東時
裝周其中一場 「NACRE靚莎．
國際時裝」之 2012 秋冬時裝騷
， 「紅棉慈善基金會」更捐出
10 萬元人民幣予仁美清叙。今
次隨行的有會長黎燕珊、主席羅
霖及 12 位亞姐，包括筱靖、黎
淑賢、黎虹讌、程瑤、馮雪冰、
韓燕、姚嘉雯、甄詠珊、王家敏
、張加慧、王欣及卓文慧等，各
人分別穿着兩套由內地設計師設
計的時尚服飾。

上下齊心
會上黎燕珊及羅霖代表仁美

清叙接受 10 萬元人民幣善款，
黎燕珊表示今次很感謝各位會員
在清晨便出發到廣州，出席這次
的慈善時裝騷。韓燕與姚嘉雯更
在完騷後，立即趕飛機。姚嘉雯
亦是自上次台慶受傷後再演出。
至於今次慈善時裝騷，更有賴筱
靖拉攏，大家都是團結一致做好
件事。

黎燕珊又希望 11 月 2 日該
會一年一度的大型籌款晚會亦能
舉行成功，而今年已落實將善款
捐助 「明愛向晴軒」及 「基督教
家庭服務中心」，這兩間機構都
是協助香港社會基層人士為主，
希望各會員繼續為籌善款，發揮
一呼百應團結精神。另外，主席
羅霖透露該會去年捐助興建的黑
龍區山區小學亦已建完，她們將
於9月中到當地出席落成典禮。

「可愛教主」楊丞琳（Rainie）近日襲港為新
專輯《想幸福的人》宣傳谷銷量。前晚Rainie特別
赴旺角朗豪坊現身簽名會，吸引了六百歌迷逼爆全
層商場。Rainie在簽名會開始前以廣東話問候歌迷
。她又自爆近日喜事連連，除了新碟大賣，自己的
化妝師向女友求婚成功，唱片公司亦有一位工作人
員好事近。

「唔急唔急」
Rainie在歌迷前笑指不知何時輪到自己，她的

歌迷們即時大喊： 「很快到你！」Rainie對此也大
方回應： 「唔急唔急，幫大家簽完名先慢慢諗！」
Rainie接受訪問時直認看到如此多人亦被嚇一跳，
她說： 「我一定為所有歌迷完成簽名才離場。」她
又坦言當晚簽名會是三天前臨時決定舉行，因為得
悉在港發售的第一批唱片已經全數沽清。Rainie笑
言： 「稍後應該再有第二批唱片推出。」Rainie表
示，知道不少香港歌迷也找身在台灣的朋友訂購，
故此希望他們在香港也能夠購買得到自己新碟。

楊丞琳日前宣布 12 月於紅館開演唱會，她稱
已為演唱會拍攝海報，但有關詳情暫時未能向外界

公布。

紅館開唱
她自言從未在港舉行過售票演唱會

，並說： 「真的不好意思！粉絲等了自己
12 年！」她戲言有歌迷可能等她等到生了一
個 12 歲小孩子了。談及表演嘉賓，問及是否找好
友羅志祥（小豬）、舊愛小鬼擔任？她對此大方道
： 「嘉賓名單仍在考慮，自己與小豬合作過太多次
！」Rainie稱自己當過小豬演唱會嘉賓後，對方曾
承諾到她開騷會預留時間撐場。至於舊愛小鬼，
Rainie對此說： 「他沒有向我承諾過，再說吧
！」另外，Rainie 也希望找陳奕迅、郭富
城和蔡卓妍任個唱嘉賓。談及早年曾合
作拍戲的梁洛施，Rainie強調與對方雖
未有見面，但一直也有在網上以
Skype 作聯絡，還自爆曾見過對方兒
子的照片。Rainie笑言： 「她雖然
不在港，但我也會請她來港看個
唱，至於會否出席到時大家便知
！」

近 年 轉 往
內地發展的方
力申與鄧麗欣
（Stephy）傳緋
聞多年，更於
2010 年 10 月傳
過婚訊，之後
他們被發現同
遊馬爾代夫，
親密關係終被
證實。昨日又
有雜誌重提舊
事，指二人在
2010 年 10 月秘
婚，同年 11 月
到馬爾代夫度
蜜月，可惜最
近已離婚，事
後 Stephy 在 微
博斥報道無聊
，又謂失實報
道遇過不少，
但這次還包含
「黑 心 」 與
「詛咒」，不

得不說一聲 「謝謝」！

被傳離婚
今次雜誌的報道來源緣自亞視的節目《娛樂CIA》爆料環節，有

收錢線人爆料指 「餅女」及 「飛魚」於2010年10月秘婚，同年11月
到馬爾代夫度蜜月，但最近已離婚，雖然爆料者未有指名道姓，但從
「餅女」及 「飛魚」兩個暱稱，大家輕易便聯想到是小方及Stephy，

而Stephy昨日亦在微博留言： 「無聊報道十年如一，我的答案唯有亦
如是 『一笑置之』。失實的報道遇過不少，這次還包含 『黑心』與
『詛咒』，實在不得不說一聲 『謝謝』！還好我的正能量絕對應付自

如，謝謝大家的關心，不用工作時我還是希望能多休養一下，無謂的
就不多回應了，是非黑白，聰明的你們懂的。」

亞姐在穗行騷籌十萬

被粉絲催婚被粉絲催婚

▶楊丞琳不急於結婚

◀楊丞琳獲大
批粉絲撐場

▲楊丞琳對這位▲楊丞琳對這位
坐輪椅粉絲分外坐輪椅粉絲分外
細心細心

Stephy斥造謠者黑心

▲鄧麗欣（左）和方力申被傳 「離婚」

台灣淫魔富少李宗瑞事發後潛逃，其父
親前元大董事李岳蒼昨日特別發出聲明，代
子向社會道歉，又呼籲兒子盡快投案。李宗
瑞至今已逃亡19天，目前下落不明，警方懸
賞20萬元新台幣展開全民通緝。

李宗瑞父親昨日終於打破沉默，低調發
表聲明，表示兒子李宗瑞已經成年，應對自
己的行為負起法律責任，並呼籲兒子盡快投
案自首。同時，李岳蒼也以父親的身份表示
，未盡到教養兒子之責，導致兒子行為有所
偏差，向社會致歉。

發聲明致歉
聲明內容下如： 「本人李岳蒼對於小犬

李宗瑞一年前被控涉嫌妨害性自主案件，當
時已至感錯愕。近日各大媒體復報道其另涉
有所謂偷拍不雅照片等事實，更令本人惶惶
不安。雖李宗瑞業已成年，相關法律責任本
應自負，然本人對於未能善盡人父教養之責
，導致李宗瑞行為顯有偏差，引發輿論各界
討伐，就此事件對社會所造成至各種負面影
響，本人在此致上最深的歉意。本人並鄭重
呼籲小犬李宗瑞盡快出面投案，勇於面對法
律，配合相關司法調查，以理清事實真相，
負起應負之責任，使此事件早日落幕，一切
回歸正常，幸甚！」

另外，被捲入風波的女星吳亞馨日前原
本舉行記者會，但因情緒崩潰取消。有指她
透過電視媒體發布訊息，稱當時 「喝醉時遭
偷拍，當時無防禦能力」 。但吳亞馨前晚就
發出親筆聲明力斥報道不實，並懇求媒體給
她空間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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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瑞淫行，父李岳蒼（右圖）代兒道歉

◀吳亞馨
盼有喘息
空間

嚴爵海苔裝展帥氣

▲嚴爵愛吃，但身形依然弗爆

▲黎燕珊
（左）和
羅霖為仁
美清敘付
出了不少
私人時間

林敏驄與前妻無聯絡

◀趙碩之曬黑演舞台劇

▲林敏驄不知前妻現況

◀筱靖行
騷很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