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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位 2012 亞洲先生昨日現身尖沙
咀宣傳，亞視仿效服裝品牌A＆F的宣
傳方法，安排眾猛男半裸上身，只穿橙
紅色短褲在鬧市遊街。雖然都有不少途人圍觀，
但受歡迎程度就不及之前的 「紅褲仔」男模。

黃集鋒直言尷尬
眾猛男昨午先在尖沙咀一服裝店換上牛仔褲

，再到附近派宣傳單。接着再換上橙紅色短褲，
列隊在尖沙咀栢麗大道遊街，期間不時向途人揮
手及打招呼。可惜途人反應不太熱烈，及後向途
人派宣傳單時，有些女士更不敢接。眾猛男更大騷腹肌及胸
肌，但④魏智雄更露出大撮臍毛，頗為礙眼。⑦畢萬春
亦露出胸毛。黃集鋒表示首次半裸在街上行，他坦言
怕醜，都有點尷尬，加上自己的身形好像不太正常，有
六嚿腹肌，普通人都沒有腹肌。
他表示現在每天都會操練兩小時
，以保持體型。記者發現他身上
有多處疤痕，他解釋共有五處疤
痕，多年前他在街上見到有人打
劫，出手幫忙，他說： 「當時對
方三個人，我就跟一位較瘦弱的
朋友去打，對方後來還拿了刀，
我都被傷了5個地方，共縫了20
針。」他指最後雙方都有入院。
黃集鋒又指那時自己剛自軍營出
來，有種正義感，覺得應幫助人
。他指自己其實都有另一面的，

亞生亞生亞生鬧鬧鬧市市市「「「色放色放色放」」」

反應淡反應淡

不是經常好酷，其實也可以好溫柔。

翻版古天樂流淚
李思桐早前被指 「key頭男」，面部及身

體兩截顏色。昨日他的膚色又變白了，他表示昨
日沒有弄顏色，加上之前沒有專業化妝師幫忙，
現在亞視安排更好，可以展示更好的一面。他坦
言也不太明白 「key頭男」是什麼意思的。問到
他這樣遊街尷尬嗎？他表示不會，自己練到這麼
壯也想展示一下。
 「翻版古天樂」張傳奇就被指整容一事在

微博哭訴，他坦言真的有哭，為此不開心，但就
沒有覺得委屈，只覺得沒根據的話，便是誹謗。
他重申自己沒整容，若有整會整得更完美一點，
又指身邊朋友可以做證的。他說： 「由年輕變成
熟，總會有一定變化的。」

②董鵬拍照時擺出很多騎呢表情，又托腮又
單眼。他指這些表情沒有專人指導，主要是覺得
自己只有 22 歲，擁有青春，他對自己的笑容最
有信心。提到他身材輸蝕，他表示每個人特色都
不同的。

李玟（Coco）、馬德鐘伉儷、Jessica C.及陳偉成（Avis）
等前晚出席一公開活動，身穿半透視裙子的Coco表示為免
走光，故意在裙子內加穿Tube Top，豈料老公看後反問
她為何要如此密實，她道： 「老公很好奇我為什麼這樣穿
，但我的思想沒有他那麼開放，害怕出來好容易走光！」
她又透露早前為老公舉行了一個小型生日派對，她道：
「他很喜歡紫色，所以我布置到全屋都是紫色玫瑰，且他

由起床到翌日天光都不停有驚喜！」雖說小型但她
也花了不少時間準備。

馬德鐘演消防員
馬德鐘與太太恩愛到場，他透露月中將到

廣州拍電影客串消防隊長一角，由於要多穿防
火衣，故不用騷肌。對於無線劇集的結局近期
不斷外泄，他表示其實已有一段時間是這樣，
並質疑這樣是否有助收視？讓大家可以多追看
。至於劇集被不少觀眾捉錯處及被指劇情反駁
，他表示故事性的劇情很難說，不同劇組也有
不同的表達手法，最重要是大家看得開心，不
過現在科技日漸進步，觀眾已可逐格欣賞，希
望大家能好好享受劇情，捉錯處的工作就交回
監製負責。

JC中門大開
Jessica C.與新加入她公司的Avis一起亮相

，JC身穿的長裙中門大開，非常性感，她坦言是真空
上陣，但十分安全，因裙子能夠把胸部覆蓋，亦不用Push

上圍，又指Avis會擔任她的貼身保鏢。又早前她把報道
指她露 「暈」的新聞告知男友，男友雖然很震驚

，卻反指她什麼也看不到。至於轉了新公司的
Avis，直言不想再經常把女友周秀娜掛在咀

邊，他笑道： 「我都會講娜姐，但是
講新公司的Ana R. 『Na』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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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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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若琳自覺蠢應酬免問
江若琳（Elanne）、文詠珊（Janice Man）

及梁詠琪新簽的女模胥力文等，昨到 IFC 出席
Chloe的新店開幕酒會，最近李彩華不停爆料，
直指前老闆林小明迫她做不道德的事，因而被對
方控告誹謗，對此，Elanne直言不想再回應此事
，因之前已回應過，且此事已入稟法院，她身為
局外人亦不便多言，她又否認是老闆林小明叫她
封口，純粹因之前已回應過。她又不覺得此事會
影響她的形象，更重申這種事從未發生過在她身
上，她道：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生活及處事方

式，只希望是非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可
會安慰老闆？）他自己會處理到，公司亦
從來沒要求我去飯局，我一向只做工作以
內的事。」

Elanne又謂自己好
憎應酬，覺得藝人

只是拍戲唱歌，
其他的事都不
必做，所以她
每次工作簽的
合約，都寫明
不做工作之外
的事，她道：

「Artist 好蠢，只

懂拍戲及唱歌，（可擔心被誤會不賞面？）這就
是簽經理人的好處，經理人會幫我傾工作及擋去
不必要的應酬，不過若是跟客戶普通吃頓飯也ok
的，但如飲酒及不正經的自己絕不會參與，好在
客戶們對自己都好好，亦從未試過因而得失客戶
。」

JM沒見樂基兒
Janice 表示最近不但沒見過前老闆娘樂基兒

（Gaile），甚至老闆黎明也沒見過，她只知
Gaile 最近工作好 full，且很快又要離港，故只是
send message給她，問到是否老闆不准她們見面
？她道： 「公司沒特別說要怎樣，但大家認識這
麼久，send 一個 message 也好正常，（是否覺得
Gaile 與黎明不再同公司會好些？）他們都已大
個人會懂得處理，大家亦懂得將工作及私生活分
開。（至於公司氣氛可有異樣及影響她？）她表
示自己一直做自己的事，沒影響，只希望他們兩
個人開心已足夠。」下月便生日的她，問到肥仔
男友怎跟她慶祝？她即笑，叫大家不要再叫他做
肥仔，他已很努力減肥，又謂自己只會叫他全名
李冠鋒，不會像記者這麼親暱稱呼他。

另外，胥力文剛於10月1日簽約梁詠琪的製
作公司，並簽了5年，她表示現時以模特兒工作
為主，但亦想向演戲方面發展，所以公司也安排
她上演技課，而老闆梁詠琪也有教她。不過身高
5 呎 11 吋的她可擔心找不到男拍檔？她笑道：
「不會的，現在的男生蠻高的，我的美女老闆也

蠻高呀！」

林峯相隔一年半，將於明年林峯相隔一年半，將於明年11月月2626及及2727日再日再
踏紅館，舉行第踏紅館，舉行第 44 度個人演唱會《度個人演唱會《A Time 4A Time 4
YouYou林峯演唱會林峯演唱會20132013》，過去三次紅館個唱，林峯》，過去三次紅館個唱，林峯
分別以水、火、光作為主題，這次他將再度突破自分別以水、火、光作為主題，這次他將再度突破自
我，以我，以 「「時間時間」」 為主題，在舞台上挑戰速度極限！為主題，在舞台上挑戰速度極限！
而今日（而今日（88日）開始，將接受樂迷優先訂票。日）開始，將接受樂迷優先訂票。

為配合演唱會宣傳，並為林峯打造全新形象，為配合演唱會宣傳，並為林峯打造全新形象，
主辦單位特別邀請大師級設計師主辦單位特別邀請大師級設計師SKSK親自操刀，為親自操刀，為
林峯拍攝演唱會海報。海報中，林峯以一身皮革服林峯拍攝演唱會海報。海報中，林峯以一身皮革服
飾，在電影武指指導下展現出不一樣的粗豪硬朗，飾，在電影武指指導下展現出不一樣的粗豪硬朗，
令人耳目一新！過去一年半，林峯除了積極投入電令人耳目一新！過去一年半，林峯除了積極投入電
影電視拍攝，更衝出香港到美加、澳洲等地舉行巡影電視拍攝，更衝出香港到美加、澳洲等地舉行巡
迴演唱會，最近他在《雷霆掃毒》的迴演唱會，最近他在《雷霆掃毒》的Happy SirHappy Sir角角
色更引來全城回響，承接這片林峯熱，相信第色更引來全城回響，承接這片林峯熱，相信第44度度
個唱必反應不俗。個唱必反應不俗。

林峯林峯44度開唱玩時間度開唱玩時間

▶李思桐被指 「key頭男」
，一頭霧水

▲亞洲先生半裸現鬧市，
有氣勢但無乜人睇

▲②董鵬騎呢搶鏡
▲張傳奇否認整容▲張傳奇否認整容

▶▶李玟和老公曬恩愛，澄清婚變李玟和老公曬恩愛，澄清婚變

▲馬德鐘和老婆▲馬德鐘和老婆
有影皆雙有影皆雙

▲ JM下月生日，
將與男友共度

▲林峯今次個唱海報，表現▲林峯今次個唱海報，表現
不一樣的粗豪硬朗不一樣的粗豪硬朗 ◀江若琳抗拒無謂應酬

◀ JC（左）大開中門，
Avis任護花使者

Jessica C.昨日聯同伍允龍到尖沙咀
海港城出席首屆《終極格鬥冠軍賽》賽
前記者會。該項賽事將稍後在澳門隆重
舉行，大會特別邀得 Jessica C.化身舉
牌女郎（Octagon Girl）。

老闆待下屬好
曾在美國居住的伍允龍透露，身在

當地期間常常欣賞此運動。他表示：
「自己以前亦曾玩過，很多武術家初時

對格鬥也有誤解，不過自覺這運動可讓
觀眾了解到真格鬥的技巧！」伍允龍又
大讚這些對打拳手具體育精神，全因雙
方也有武德。對於女友鍾嘉欣（Linda）
可有陪伴欣賞，伍允龍聞言盡現尷尬神
色，他笑言： 「我比較喜歡自己一個去
睇！（Linda 可喜歡這玩意？）這個要
問她了！」記者再問女方可有陪同欣賞
，他即推說不少朋友陪自己，包括安志
杰、謝霆鋒等。又近日 Linda 被指獲唱
片公司老闆何哲圖特別照顧，對此他相
信 Linda 與老闆只屬專業工作關係。伍
允龍說： 「老闆對員工好屬正常事。
（可會感吃醋？）王晶也對我很好！老
闆與員工這樣也是正確！」問及可會教
導女友小心，他強調 Linda 醒目，因此
不用人教。

至於 Jessica C.亦坦言喜歡格鬥運
動，自己於賽事期間會任舉牌女郎，自
己對此亦深感高興。她笑道： 「我的朋
友 Ana R.、Lisa S.亦喜歡看這種運動

，因此本身也覺刺激！」對於其男友
Mr Bond 又可有玩此玩意，她笑道：
「男友亦曾經打 Boxing！他知女友擔任

舉牌女郎也會光榮！」Jessica C.又坦言
本身有學習泰拳、功夫。她想了想說：
「我試過一小時不停練習，打得手臂如

受傷一樣。」對於自己懂得那麼多功夫
可想任邦女郎，她笑道： 「我也希望有
朝一日可以拍占士邦！但自己也欣賞昆
頓塔倫天奴！」

伍允龍伍允龍信信鍾嘉欣鍾嘉欣無越軌無越軌

▲伍允龍（左）與▲伍允龍（左）與JCJC出席《格出席《格
鬥》記者會鬥》記者會

▲黃集鋒手臂有疤，幸▲黃集鋒手臂有疤，幸
不算礙眼不算礙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