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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曉晨（JJ）昨日三十歲生日，身在青島拍
戲的男友樊少皇在微博準時十二點自拍捧花照祝
賀，逗得JJ非常開心並留言： 「好吧！收了！」
JJ昨日出席高爾夫球產品活動，親身示範揮桿動
作，不過由於動作較大，她的上衣腋下位置露出
裡面喱士的 bra 邊，春光乍泄。不過心情大好的
JJ 全程不以為然，她表示： 「生日在工作中度
過，（男友送花？）沒有送花，只是捧着花的相
片，我今日都好忙，晚上要去深圳行 fashion
show，他人在青島，無辦法啦，工作緊要，大家
都是同行，都會明白。」

「想跟愛的人見面」
JJ坦言未收到對方的禮物，最期待是他人肉

速遞到自己身邊，她說： 「女孩子總想最愛的人
在身邊陪伴，但答應了的工作就不可以推，這一
刻如果見到他就已經好開心，物質方面我可以自

己滿足自己，但情感上不可
以，只是想跟愛人見面，大家
很久沒見面，好似網戀一樣。」
她坦言將來會向公司請幾日假，到內
地探男友班以解相思之苦，問到樊少
皇長期處於內地，會否擔心有誘惑？JJ
自信地說： 「應該他擔心我比較多，
好多男仔向我示好，他都知道，所
以要對我好一點，雖然我認定他，
但一日未結婚，我都會選擇一
下。」對於楊怡跟羅仲謙 「車震」
事件，JJ 表示不知道，但不相信是事
實，她說： 「怎可能？大家都是藝
人，我相信阿怡不會這樣做，新聞只是
為娛樂大家，我都經歷過，未睇報道，
我不會回應。」

任 達 華 及 待 嫁 的 名 模 周 汶 錡
（Kathy）等，前晚到太古廣場出席時
裝匯演，Kathy 並行天橋演繹最新秋冬
裝。華哥透露自己在十日內共去了九個
地方，而前晚他剛由廣州返港，之後又
要去台灣，他表示如此頻撲，主因希望
快些完成手上工作，以便中秋節可以放
假陪妻女。

他又透露早前一家三口做親子勞
作，共花了九小時做出一個馬型燈籠，
皆因愛女喜歡馬又喜歡騎馬，他更打算
在廣州找人做馬型月餅模，好讓女兒可
以印出馬型月餅，不愧是二十四孝父
親。談及近日內地的反日示威，華哥表

示他在濟南時巿面大致平靜，但有日本
人趕返大阪，華哥認為最重要是民間的
互相溝通，今次是日本政府不對，不關
巿民事，他道： 「希望全世界以歷史為
鑑，日本不可埋沒歷史，要向中國道
歉。」至於會否罷買日貨？華哥自詡身
形高大威猛，當然是穿歐洲衫，至於日
本牛奶大可改飲荷蘭的，不過他愛女喜
歡 Holle Mimmy 喎 ？ 他 笑 言 有 法 國
版，還有迪士尼哩！而一向喜歡在世界
各地買樓的華哥，直言沒在日本買樓，
亦不打算去買。

將 於 月 底 與 法 國 男 友 結 婚 的
Kathy，被問到婚禮籌備情況時，繼續

大賣關子，笑言想保留少少私人空間，
適當時候就會講。

Kathy謂婚前後繼續工作
提到之前記者問她有關舊愛杜德偉

將於十一月擺喜酒，即刻光火；她表示
大家已分手一段時間，如果對方結婚會
恭喜他。那麼她的婚禮又會否邀請舊愛
出席？她謂不答，因已是過去的事，不
想再講惹來誤會。問到今次婚禮可是花
過百萬？她笑道： 「沒想過，（是否老
公全部支付？）你們說呢？花多少不知
道，最重要是開心。（今次是否婚前最
後一個騷？）不是，未來還有工作，
（是否趁婚前賺一筆？）不是，只是剛
好開季而已，（婚後是否不再工作？）
結不結婚都一樣會工作，但婚後當然會
計劃做一些自己的事。」

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三周年文藝晚會
將於十月一日假紅館舉行，連續三年擔任大會司儀的陳百祥
（叻哥），昨日聯同當晚的表演嘉賓陳奐仁、謝雪心、吳美
英、李幸倪、狄易達及內地女歌手豆豆等齊出席記者會，並
接受大會頒贈的感謝狀。

對於無線花旦楊怡被拍到與緋聞男友羅仲謙 「車震」，
叻哥也有看報道，他道： 「我每日看八份報紙，好不好都
看，覺得報道應有界限，今次我覺得是作的，因為旁邊的文
字似寫小說多過是報道。」叻哥又覺得現時的藝人好慘；不
過自己驚都未驚過，質疑報道的真確性，認為藝人拍拖會避
忌，不可能這樣做，亦不用這樣做，他道： 「我沒詳細看，
但也猜到寫什麼。」雖說做藝人食得鹹魚抵得渴，不過叻哥
認為藝人也有私生活，不要因為賣紙而加鹽加醋，這已超過
界線，是不道德的作文。

心姐覺得事件是誤會
心姐首年演出國慶文藝晚會，屆時她與八和一些名伶會

唱出粵曲串燒歌，談及楊怡及羅仲謙的 「車震」報道，心姐
因為未看報紙而顯得十分驚訝，並反問記者： 「會否搞錯
了？會否是她拾東西呀？我跌了唇膏也會拾起。」心姐加入
無線首個劇便與楊怡合作，大家也算熟絡，問到楊怡可是豪
放之人？她表示若不是她親眼目睹，會覺得是誤會，又謂做
藝人要好小心；不過大家還是去問她本人好了，又道： 「我
覺得不可思議，未必是真的，我有時也會在車內練歌練舞，
都會做這個動作，但未知會否令到車震。」

陳豪（阿Mo）昨日到商台接受吳綺
莉的節目訪問，對於楊怡及羅仲謙被拍
到 「車震」一事，阿 Mo 表示還未看
過報道，但若換了他是主角，就會大
方一些讓記者拍合照，覺得遮遮掩掩
更不好。之後當他閱畢報道，知道謙
仔被發現胯下有 「異狀」時，即大
呼： 「不是吧？」但之後又維護謙仔
指他頗保護女性。追問阿Mo平時如
何 「出火」？他即尷尬地笑道： 「飲
咖啡囉，我的瘋狂時間是在年少
時。」他坦言年少時會去 party 及飲
酒，但就沒有女伴，笑言自己講就兇
狠，但就做不出什麼來。

阿叻指 「車震」
是不道德作文

陳豪指謙仔應大方拍合照

郭羨妮（Sonija）及陳錦鴻等人昨日出席無線新劇《初五啟市錄》
的開鏡拜神儀式，談及楊怡與羅仲謙被拍到 「車震」，二人都認為楊
怡只是想避開鏡頭，錦鴻更笑指二人經驗不足，如果一開始便笑對鏡
頭，就不會令人有太多遐想。

產後復出的 Sonija，開心透露自己已回復生育前的體重，並獲同
事讚她比以前靚；不過開工後少了時間見囡囡，令她十分掛念。由於
Sonija與無線仍有合約，不得不拍劇，但會考慮減產。提到楊怡與羅仲
謙 「車震」一事，她直言沒看報道，但認為男女拍拖是開心事，而且
藝人也是人，都需要拍拖，如果是真的拍拖都值得恭喜。當 Sonija 看
過報道照片後，就認為楊怡當時只是想避鏡頭。笑問 Sonija與夫婿有
否此瘋狂舉動？她笑言不會，頂多是拖手而已，Sonija不諱言十幾歲未

入行前也會當街攬，但現在年紀大了，還是留待回家才做。

錦鴻稱報道太誇張
錦鴻細心看過有關照片後，直言報道的字眼太瘋狂，覺得不應太負

面，他認為二人當時應是太驚慌，所以忘記了笑，如果一開始就笑便是普
通事，不會令人有太多遐想。錦鴻更教路若遇到狗仔隊，第一時間應該
笑，並讓他們拍到夠為止，他又認為楊怡是為避鏡頭而伏在謙仔腿上，如
果有不好東西一定會被拍到，不可能逃避得到。他亦相信二人不會在大庭
廣眾下做瘋狂的事，他說： 「文字上太誇張，又沒有片看，下次見到謙仔
會問問他，現在資料不夠。」

郭羨妮指楊怡
是避鏡頭

一 直 不
承認拍拖的楊

怡與羅仲謙，日
前被傳媒發現同車返

家，報道更指楊怡全程四
十分鐘伏在謙仔的大腿上，又指她被

記者發現時抬不起頭，嘴角有點濕，似有
所暗示。楊怡前晚在微博留言斥傳媒歪曲
事實，昨日她跟謙仔在電視城召開記者
會，澄清當日自己是飲醉酒，才會伏在謙
仔大腿上，嘴邊的是嘔吐物，強調沒有在
車內做犯法的事。

昨日五時，楊怡跟羅仲謙在無線高層
樂易玲及外事部發言人曾醒明陪同下，在
電視城的傳媒中心召開記者會。楊怡與謙
仔步行到傳媒中心時分開行，楊怡則被樂
易玲撓着手，有說有笑，狀甚輕鬆。但當
坐下面對傳媒時，二人開始緊張，楊怡更
眼泛淚光。楊怡首先開腔解釋事件經過，
她表示當晚是約了十三期訓練班的同學食
飯，因為太開心飲多了酒，而她本身酒量
不好，都預計自己會醉，便一早叫謙仔接
她走。她明白飲醉酒不能駕車，亦希望有
信任的人可以送她返屋企。

飲醉嘔吐伏謙仔大腿
離開時，謙仔告訴她有記者跟蹤，因

為不想被人影，她便先與美妮乘的士返美
妮家中。她落的士時已又嘔又斷片，到謙
仔扶她上車時，已經很暈，覺得對一個自
己信任的人，伏在其大腿上，是絕對毋庸
置疑，並不是傳媒講的那種不實和歪曲的
報道。直至到屋企閘口，謙仔才叫醒她，
說有狗仔隊。她說： 「作為一個藝人，當
然不想自己醉酒的樣子被拍到，我便立即
掩面拿起帽。但一起身時，我又想嘔，便
隨手拿了旁邊一碗麵嘔下去，所以嘴邊濕
了，並不是報道所寫的東西。她相信是因
為謙仔等她時，買碗麵準備給她吃。

而謙仔表示知道楊怡去聚會，都怕她
會飲醉，所以一早到場等她，準備送她返
家。他說： 「她上車時已伏在我大腿，我
的責任是送她返屋企，所以我駕駛要安
全，速度比較慢。」楊怡又說： 「我想補

充，以往什麼新聞都好，這些新聞都會層
出不窮，令我成為被追訪對象，今次對我
來講好大單。在這麼多鏡頭前，我想好勇
敢的對大家講，此事造成我聲譽受損及好
大的打擊，我希望借其他傳媒為我平反，
講返句公道說話，藝人都是人，我知什麼
是基本操守，不會做明知錯或犯法的行
為，現在這些是如此私人的事，不應該在
這個情況下發生，這些基本操守我是明白
的。」楊怡又指入行以來負面新聞多，今
次真是認真的向大家講，要澄清自己的聲
譽，好讓家人、朋友及粉絲安心。

兩人了解中培養感情
問到她跟謙仔是否已公開拍拖？楊怡

指大家仍在互相了解中，一切順其自然。
謙仔亦指與楊怡將來是會正面的培養感
情，但感情事就隨緣。問到楊怡有為此事
喊過嗎？她說： 「你話呢？喊是基本動
作，受到委屈喊都好正常，但這解決不到
問題。」她又謂已諮詢律師的法律意見，
保留法律上追究的權利。再問到她們是否
同居？阿怡指現在跟媽咪同居，又指同居
這個字眼留給大家猜測，一齊出入又可叫
同居，同一部車又是同車。

問到謙仔如何安慰楊怡？他表示這件

事最大傷害的是女仔，對她來說是很
大侮辱。總之他們沒有做報道所寫
的事。提到楊怡沒有戴安全帶，謙
仔說： 「這是我不對的地方，不應
長期讓她伏在我大腿，但我怕她會
嘔會更辛苦。」他又謂送了楊怡返家
後，見伯母安頓好她，便乘的士離
開。再問到楊怡這些便是她口中
的 「真相」？她肯定地說：
「是呀！真相簡單過不簡單，

我不是要挑戰任何事，但這是
一件簡單的事，寫到這樣令
大家好多想像空間，所以我
不用大家想像，我出來講給
大家知。可能有人話此事只有
我們兩個才知，但我對得住自
己，對得住良心。」問到她怕
之後再有其他拍得更清楚的照
片曝光嗎？楊怡說： 「絕對不
怕。」至於報道指她手指間有異
物凸出，楊怡反問記者： 「你有
沒有看到呀？不如拿出來睇下先
啦。（拿出來不介意嗎？）我不
介意，我沒做過，沒什麼需要介
意。」

楊怡受委屈楊怡受委屈攜謙仔澄清車震

華哥為囡囡特製馬型月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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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叻指謙仔和楊怡的
「車震」 報道是不道德
作文▲

心姐跟楊怡熟悉，指
報道是誤會

▲陳豪（左）到電台接受吳綺莉訪問

▲郭羨妮（左）和陳錦鴻出席新劇拜神儀式

▲楊怡（中）跟樂小姐
（右）、謙仔一起出席記
者會

▲楊怡（右）對報道感到
委屈，需要召開記者會澄
清，旁為謙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