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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一路向西》演員
Jeana、 張 暖 雅 、 郭 穎 兒
（Celia）、李沐晴、王李丹
妮、張建聲、王宗堯及導演胡耀輝等，前晚於尖
沙咀出席電影首映禮。除張暖雅外，大部分演員
於首映前特別到旺角街頭派發postcard、牛奶及避

孕套，吸引數十市民圍觀，場面墟冚。大會安排了
十位保安及二十位穿上旗袍的女生於現場叫宣傳口
號，期間郭穎兒不時拉住緋聞男友張建聲，王宗堯
則拖實李沐晴，似乎擔心現場太多人，恐有意外。

Jeana自認真女人
眾演員於旺角派宣傳品時穿得密實，但到首映

禮則大解放。一向性感的 Jeana 前晚真空又大露背
，與傳不和的張暖雅火併，張暖雅則以一襲灰色透
視裙出現，相當搶鏡。不過，二人也不及有「蒙牛」
之稱的王李丹妮，其豐滿上圍呼之欲出，成為全場
焦點所在。

Jeana 穿得性感，笑言養兵千日，用在一時。
提到王李丹妮身材很厲害，Jeana 笑謂，牛奶嘛，
但喝得多會膩，還是細細粒好。問她與張暖雅誰的
身材較好？Jeana 稱，身材不能比較，但不忘寸對
方謂： 「因為一個係真正的女人，想隆胸可以介紹
顧問給她，黃金比例會好正確，不會偏大偏細，亦
不會有變幻球，時大時細。」對於張暖雅沒有出席
旺角的宣傳，她不覺對方有心避開，並謂自己很享

受於街頭宣傳。
張暖雅被寸是

變幻球，她則大方
讚 Jeana 前晚的打
扮很靚，是她認識
的藝人當中最靚的
一位。她很羨慕對
方，希望如Jeana般有很多電影演出的機會。

張暖雅恨多接戲
張暖雅又稱，前晚首映是其人生中最重要的時

刻，故前一晚緊張到沒有睡覺，而前晚身穿的裙是
從上海空運來港，價值達六位數字。她說： 「好開
心自己的身形可以撐得起呢條裙。」身材超豐滿的
王李丹妮是蒙古族，亦是河南人，她謙稱，張暖雅
及 Jeana 都很性感，覺得大家的身材都應該是真的
；又說，因《喜愛夜蒲》而認識 Jeana，覺得她不
錯。

郭穎兒表示，於旺角拉住張建聲是因對方說要
保護她。提到二人傳緋聞，郭穎兒坦言，張建聲正
追求她，現時在了解當中，始終大家只識了三個月
。此外，首映禮除蕭定一與父親蕭若元出席外，陳
浩民與太太、石詠莉等亦有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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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杰倫（周董）緋聞女友昆凌昨
日以商場代言人身份，來港出席商場
開業一周年的慶祝活動。昆凌身穿粉
紅色連身裙，充滿青春活力。

見A貨尷尬
昆凌除跟市民玩遊戲外，大會又安排有 「翻版周

杰倫」之稱的歌手陳日豐拿着結他對她大唱情歌，令
昆凌一臉尷尬。事後，昆凌坦言不知大會有這個安
排，但她都覺得陳日豐跟周杰倫幾相似。問她覺得
尷尬嗎？她笑言，最初有少少。記者笑她不是應該

有親切感嗎？昆凌笑言，自己有點害羞，亦很驚
訝。

周董試過拿結他對她唱情歌嗎？昆凌表示沒
有。莫非二人平時只是錫錫？她立即

說： 「No（不）呀！大家只是一般
朋友，驚喜也不會有。」上月十二

日是昆凌的十九歲
生日，問她有跟周
董一齊慶祝嗎？她表示，有跟朋友慶
祝，但沒有周董份兒，對方都沒有送
禮物，但有跟她說生日快樂。

只是朋友
問她不覺這個男友很沒意思嗎？昆凌說：

「不會呀！他只是朋友，講生日快樂已足夠。」
今次來港，她有問周董哪裡好玩嗎？她表示，
自己在港也有朋友，之前曾來過香港玩。她亦
未試過跟周董一同來港。

對於常被拍到跟周董旅行，昆凌解釋稱，每次
都是一班人，從未試過兩個人去。她又重申與周董是
朋友，大家都從沒確認過是男、女朋友關係。那她跟
周董的緋聞會否嚇怕追求者呢？昆凌笑言，身邊真
的沒什麼追求者。

因因昆昆凌凌 絕桃花絕桃花董董周周

已連續六年擔任脫毛中心代言人已連續六年擔任脫毛中心代言人
的劉心悠，最近再拍新一輯廣告，今的劉心悠，最近再拍新一輯廣告，今
次更加入新代言人謝婷婷及薛凱琪。次更加入新代言人謝婷婷及薛凱琪。
三人均以飄逸性感的造型，展示脫毛三人均以飄逸性感的造型，展示脫毛
後的細滑肌膚。後的細滑肌膚。

六年前已接受了全身激光永久脫六年前已接受了全身激光永久脫
毛療程的心悠，現已成為半個脫毛專毛療程的心悠，現已成為半個脫毛專
家，謝婷婷及薛凱琪則分別接受了一家，謝婷婷及薛凱琪則分別接受了一
年的全身療程。婷婷指，時尚女性事年的全身療程。婷婷指，時尚女性事
事講究效率與效果，對美的追求亦一事講究效率與效果，對美的追求亦一
樣，永久激光脫毛為她打造了最漂亮樣，永久激光脫毛為她打造了最漂亮
的肌膚。薛凱琪則指，平日工作繁忙的肌膚。薛凱琪則指，平日工作繁忙
，甚至清理毛髮的時間也欠奉，完成，甚至清理毛髮的時間也欠奉，完成
療程後，讓她舉手投足都能展現個人療程後，讓她舉手投足都能展現個人
的自信魅力。的自信魅力。

與婷婷凱琪鬥白滑與婷婷凱琪鬥白滑
全新一輯平面廣告分兩天進行，全新一輯平面廣告分兩天進行，

拍攝電視廣告當日，品牌不惜工本搭拍攝電視廣告當日，品牌不惜工本搭
建了一座大型衣帽間，又分別為她們建了一座大型衣帽間，又分別為她們

設計了不同的造型。設計了不同的造型。
劉心悠、謝婷婷、薛凱琪今次首度合作拍攝劉心悠、謝婷婷、薛凱琪今次首度合作拍攝

廣告，三人均作出多個第一次，包括穿着時尚性廣告，三人均作出多個第一次，包括穿着時尚性
感晚裝、互相撫摸白滑肌膚、腳踏六吋高跟鞋跳感晚裝、互相撫摸白滑肌膚、腳踏六吋高跟鞋跳
桌上舞。心悠笑說：桌上舞。心悠笑說： 「「第一次與女拍檔不斷玩耍第一次與女拍檔不斷玩耍
及發生肌膚之親，感覺到大家都好及發生肌膚之親，感覺到大家都好 『『滑嘟嘟滑嘟嘟』』 、、
好有趣，完全是摸得到的效果。好有趣，完全是摸得到的效果。」」 穿上性感飄逸穿上性感飄逸
晚裝的婷婷透露，為了拍攝最佳效果，不惜真空晚裝的婷婷透露，為了拍攝最佳效果，不惜真空
上陣，她說：上陣，她說： 「「最重要的是拍攝效果佳。最重要的是拍攝效果佳。」」 至於至於
以以 tube dresstube dress超短裙進行拍攝的薛凱琪，坦言超短裙進行拍攝的薛凱琪，坦言
首次首次「「上下前後上下前後」」毫無保留地展現肌膚美態，她說毫無保留地展現肌膚美態，她說
：： 「「療程後全身皮膚變得白滑細膩，自信心大增療程後全身皮膚變得白滑細膩，自信心大增
，一舉手一投足，當然都要全面展示一下啦。，一舉手一投足，當然都要全面展示一下啦。」」

JeanaJeana續寸嘴續寸嘴
張暖雅張暖雅收口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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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林俊傑（JJ）首度受邀參加紐約時尚周，
此行短短三天，卻讓JJ直呼超值得。

出席時尚周
林俊傑頭一回獲國際時尚精品之邀參加一年一

度的紐約時尚周，但礙於JJ行程滿檔，無法全程參
與，只能於九月八日從台北起飛到當地，十二日從
紐約直飛內地工作，仔細一算，扣掉飛行時間，他
在紐約只有短短三天，趕場看了兩個大騷，其中品
牌Y-3的時裝騷，林俊傑與碧咸都是坐上嘉賓。JJ
說： 「看騷時內心蠻澎湃的，也刺激了我很多靈感
，我自己的品牌SMG也是朝着這目標前進。時尚
方面，我很有夢想，對自己的品牌也很有期許，希

望有天可以有自己的騷。」
的確，在紐約JJ寧可犧牲睡眠時間，也要到大

街上或蘇豪區走走，感受不同的時尚氣息，又或是
坐在咖啡店觀察人來人往的型男型女，他就是希望
不虛此行。

這一趟除了看了Y-3和Phillip Lim的大騷，
JJ 還 獲 adidas 集 團 時 尚 部 門 總 創 意 總 監 Dirk
Schonberger 之邀，兩人相約碰面交流，因為 Dirk
其實也是U2演唱會的服裝總監，跟時尚、音樂、
運動三方面都有很強的結合，兩人相談甚歡，彼此
都很開心有這些交流，而JJ是音樂人同時又踏足時
尚領域，自創品牌 SMG。這次的會面，兩人有聊
不完的話題，也希望下次有機會可以合作。

林俊傑林俊傑紐約紐約33天收穫豐天收穫豐

九月十二日是 「哥哥」張國
榮的五十六歲冥壽。昨日哥哥的
生前經理人陳淑芬偕兒子家豪，好
友連炎輝、張徹太太、哥哥生前助手
Kenneth及一班歌迷，到寶福山寶禪堂緬懷哥哥。

歌迷送祝福
來自香港、深圳、廣州、北京及日本共八十多位歌

迷，到場拜祭，又送上鮮花、生日蛋糕、心意卡及千羽
鶴。

陳淑芬透露，明年四月一日是張國榮離世十周年，
她計劃於紅館舉行十周年紀念活動，並開始聯絡電視台
及各地的主辦朋友，希望以衛星轉播，讓喜歡哥哥的朋
友及歌迷齊欣賞，相關的紀念活動則暫定提前於明年三
月三十一日星期日舉行。內地的歌迷亦發起摺紙鶴為哥
哥送上祝福語，陳淑芬呼籲歌迷用A4紙大小、最好用
螢光紅色，希望集合歌迷親手摺製的紙鶴布置於紀念活
動的舞台上。

陳淑芬陳淑芬
籌辦紀念哥哥活動

台灣組合S.H.E出道十一年，昨日她們在台灣出席
活動。成員之一的Selina曾因拍劇發生意外，休息一年
多，昨日三人一起宣布，最新專輯的製作已進入尾聲
，預計在今年底推出。

年底出碟
S.H.E昨在萬眾期待下進場，這

是她們在金曲獎合體表演之後，再
度一齊現身。唱片公司特別安排大
蛋糕慶祝 Ella 生日，三人又互相模
仿大家，十分搞笑。

出名易哭的 Selina 表示，近日收
到很多祝賀簡訊。三人為了慶祝成軍十一
周年，決定像當初剛出道一樣 「合宿同居
」最少一個月。已成人妻的 Selina 與 Ella
均表示，沒有問題，要大家放心。

S.H.ES.H.E
同居慶出道11年

▲ Selina 康
復進度理想

▲▲S.H.ES.H.E一起切蛋糕一起切蛋糕

◀◀林俊傑流林俊傑流
連紐約街頭連紐約街頭
，樂而忘返，樂而忘返

▲林俊傑（右）與▲林俊傑（右）與DirkDirk談得投契談得投契

▲婷婷（前排左）及薛凱琪（前排左二）拍廣告
，一絲不苟

▶▶心悠已擔心悠已擔
任脫毛代言任脫毛代言
人多年人多年

▲Jeana玉背誘人

▲張暖雅（右）、王李丹妮（中）等谷胸現身▲張暖雅（右）、王李丹妮（中）等谷胸現身

▲陳淑芬（右二）率眾到寶福▲陳淑芬（右二）率眾到寶福
山向哥哥表示心意山向哥哥表示心意

▶歌迷送上各式各樣的祭品

▶昆凌來港出席活動

▲昆凌（右）見陳日豐扮周董，大感尷尬
▲昆凌（右）見陳日豐扮周董，大感尷尬

▲昆凌（左二）為商場代言，昨出席活動

▲周董多次被拍到▲周董多次被拍到
與昆凌約會，仍未與昆凌約會，仍未
肯承認戀情肯承認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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