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子珊、岑麗香、許志安、蘇永康、黃偉文
（Wyman）、徐濠縈及Jessica C.等，昨出席某時裝雜
誌舉行的頒獎典禮，各人並獲頒 「Style Icon」獎項。
有份角逐今年無線視后的子珊，以一身白色西裝型格登場
，不過西裝內卻是真空，露出胸前 「兩點」癦，即時將只
露背的 「警鐘胸」Jessica C.比下去。

直言真空上陣
事後子珊也笑言自己真空上陣好罕有，她笑道： 「最

近好多台慶活動我都穿裙子，所以今次特地穿西裝，我要
特地多謝蘇老闆（蘇志威），他之前說我穿西裝好看要贊

助我，所以他的時裝店首次造女裝，便造了這套送給我
。（你露兩點？）不要笑我，這是天生的。（台慶當

晚的打扮會否更利害？）屆時可能會收起，因為自
己有表演要換衫，太性感會不便。」談及她是視

后大熱，她笑言距頒獎禮還有整個月時間，暫時
不會去想，但昨日就肯定有獎，不過她也會積
極為自己拉票，希望到時大家會記得她。

又今年台慶子珊將帶領一班師妹包括高
海寧、岑麗香和黃智雯等表演 「女神愛上網」

，有指無線刻意安排一眾師妹襯子珊，以顯示她的
一姐地位，令她奪視后更唾手可得，對此，子珊笑言

跟一眾師妹合作表演，反顯得她最老，她更笑道：
「我們要在繩網上做出高難度動作，我練到周身瘀，所

以今年表演完我就退休，明年只是唱歌跳舞就算。（是否也
覺公司重視你？）今年因為好多藝員出埠拍外景，所以自己
唯有努力些。」

岑麗香不露肉
香香現時每日也為台慶表演項目作綵排，雖然也

有瘀傷，但覺屬正常，由於她平日只做跑步運動
，對於首次作高難度表演，覺得是一項挑戰。
問到屆時的表演服裝會否好性感？她坦言有
透視，但不會低胸，而且服飾亦較貼身，
她道： 「我之前已經穿着服裝來試做
表演，看看會否走光，結果發現好
安全又不失美感，其實性感
不一定要露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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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若琳（Elanne）昨日於尖沙咀出席新太陽廣場
舉行的 「聖誕音樂夢想園」亮燈禮，暨 「江若琳天空
之樹」見面會，Elanne與現場觀眾分享聖誕節如何慶
祝，並即場演繹新碟 「天空之樹」的新歌。

Elanne今年聖誕節將會留港，並說： 「去年工作
很辛苦，今年可能會約一班朋友訂酒店房玩，我們喜
歡玩耍盲雞，今年更特別訂造衫，要有我們每個人的
名字，令耍盲雞時可以摸到。」Elanne更透露過往聖
誕節曾經親手織過頸巾送給朋友及喜歡的男生。

相信隨緣
對於前藝人同事李彩華與林小明的罵戰演變成官

司，Elanne說： 「我不想回應有關的事情，以後不關
我的事情也不要問我了，我最近已聽了很多這事情，
其實我只是個局外人，不希望再評論這事，最近亦沒
有與老闆（林小明）見面。」Elanne又提到媽咪近年
開始為她的感情事着緊，她說： 「媽咪想我找一個可
以照顧我的人，她擔心我沒人照顧，她經常對我說，
誰人的女兒比我年輕，已經結婚兼生仔了，這些事隨
緣吧！我希望找個香港的男仔，因想在港生活。」

子珊爭視后子珊爭視后
露兩點搶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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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貫中（Paul）、方大同跟盧凱彤
（Ellen）前晚為商台舉辦的拉闊音樂會進
行綵排，三位同樣是結他發燒友，綵排時
背起不同顏色、款式的結他合奏崔健的
《一無所有》，雖然各有獨唱的環節，但
三人合唱時，Paul的聲線難免蓋過二人。

Ellen坦言Paul是前輩，加上聲線雄厚
，唱歌難免會被掩蓋。她又透露當晚除了
交替唱對方的歌曲外，更會合作演繹不少
經典作品，其中大同跟 Paul 將會合唱《If
You Don't Know Me By Now》，大同表
示： 「我跟Paul合唱這首歌，第一次見到
原來他也可以有柔情的一面，令我好驚喜
，相信是跟他做爸爸有關係，做爸爸一定
會變得柔情一點！」

留家湊女
Paul笑稱這首一向是熱門的 「飲歌」

，只是一直很少機會在公開場合演出，他
說： 「我一向都好柔情，其實做爸爸對我
而言不是太大轉變，在家中依舊都照聽音
樂，曾經怕小朋友耳朵而調校比較細聲，
後來見個女都接受到，慢慢再調校大聲一
點，反而老婆（朱茵）改變真的很大，我
以前有演出的話，她一定嘈住要來看，現
在她會以小朋友為前提，留在家中。」

何韻詩日前公開承認自己是 「同志」後
，曾跟她保持逾 10 年好友關係的容祖兒亦
成為追訪對象，有報道阿詩日前被問及祖兒
是否雙性戀時，她一句 「好難答」不但令祖
兒捲入事件，據祖兒經理人 Mani 透露，祖
兒更為此情緒崩潰狂哭，並要與阿詩割席。

指Mani過激
身 為 祖 兒 及 阿 詩 好 友 的 黃 偉 文

（Wyman），認為今次事件是因為阿詩回
答問題而引起，而該問題是一個好大的陷阱
，因為沒人可以為人回答私人問題，就算問
到他，他也是答 「好難答」，他道： 「一個
人就算同我瞓過，我都唔知佢會唔會同另一
個人瞓，只能見到佢其中一面。」他認為此
事最重要是背後的動機，但他看不到有任何
傷害祖兒的動機，只是個別傳媒在找新聞而
已。他亦明白 Mani 很錫祖兒，不過有時太
錫會引起過敏，他相信祖兒未到崩潰那麼嚴
重，Mani 的說話有些過激，但這是可以理
解的，因她要保護藝人。Wyman 又指祖兒
及阿詩都在圈中多年，相信她們夠成熟去處
理，她亦信賴祖兒的EQ，他笑道： 「我未
收到祖兒求救話自己崩潰，大家都明白娛圈
的運作，佢哋有需要會主動搵我，但我仲未
收到電話。（會否安慰祖兒？）有時愈安慰
愈會令佢放大情緒，所以畀啲空間佢，兩三
日就冇事啦！」他亦不信祖兒及阿詩會割席
，因她們並非如此不成熟，二人的友誼亦非
經不起考驗的。

安仔有擔心
另外，許志安聽聞祖兒情緒崩潰，坦言

有少少擔心，他道： 「經常在髮型屋見到祖
兒，她都是笑意盈盈的，相信她不會（情緒
崩潰），（會否致電給她？）工作完會嘗試
。」安仔又謂這些事好困擾人的思想，所以

最好是快些投入工作，說到阿詩公開性取向後壓力會更
大，安仔道： 「講完後再投入工作就不會了，（但明哥
公開性取向後被取消工作喎？）不是呀！我經常見他在
北京、上海工作哩！」又安仔昨日獲頒 Style Icon 獎
，平時最喜歡踢波的他，認為要將一件衫穿得好看是與
健康有關的，如果有 fit 身形將令衣服看來與別不同，
他又坦言會與女友鄭秀文交流打扮心得，但女友不會幫
他買衫及襯衫，他笑道： 「我有自己 Style，而且衣服
在我衣櫃裡。」他們亦不會
互送內衣褲，他笑道：
「我 走 唔 到 入 去

（女性內衣店）
。」他又寄語女
友要肥一些，這
樣 穿 衣 才 會 更
好看。

何韻詩的新國語
大碟繼續反映社會，
其中的新歌《無臉人》
更以生命中的不快樂為題，
正如她自己所寫： 「對於生命
，誰也沒有答案。我們會在尋找的過程中把自己弄得焦
頭爛額，甚至有一些人，會選擇中途退出，對生活妥協
。但，日子一天未完結，我們大概尚有選擇。也許，某
一天，當我們決定把侵蝕我們的面具撕下，與生俱來的
獨一無二就會重新出現。」她日前公開自己的同志身份
，正是要把侵蝕她的面具撕下。

「很自然發生」
自阿詩公開性取向後，外間都好奇她何時開始知道

自己是喜歡同性的？她坦言是15、16歲左右，正是大家
都開始有愛情感覺的年紀，她道： 「那個其實很自然的
發生，不是我經歷了很大的創傷，或童年陰影，不是這
樣。就是很自然的發現，原來我喜歡的對象比較大的機
會是同性。」黃耀明發現自己的性取向後並不敢告訴家
人，阿詩亦然，因為對此事仍有疑惑，故她第一時間向
一個大哥哥說，雖然對方有宗教信仰，但卻很諒解，又
安撫了她的心。阿詩不諱言當時很緊張，因不知道有什
麼反應，可能會不獲認同，但他很包容，這令她往後去
告訴其他人時更有信心。

工作上受歧視
至於過去日子可有因性取向而遭到歧視？她自覺蠻

幸運，身邊的朋友、家人都好好，但工作上一定有，雖
然社會進步了，只是大家對同性戀三個字仍有獵奇的心
態，很驚訝。而一些報道用的字眼亦帶有負面的感覺，
這亦是她決定站出來的原因，希望大家看到雖然性向不
一樣，但都是一個人，只是一個戀愛的方向，沒什麼不
同。對於有傳她是因為密友（鄧九雲）才公開性向？她
表示這只是雜誌需要寫一些東西，如果是這樣以前亦會

走出來，她依然覺得這是很個人的事，不覺得要隱藏或確認，只因最
近感覺到社會對這件事的分歧、看法蠻有爭議性，才希望以公眾人物
的身份站出來做一些事情。那麼站出來後，別人對她的觀感可有改變
？她慶幸大部分反應都很正面，甚至很讚賞她，認為她勇敢做回自己
，但一定也有負面，因這個世界有很多不同意見的人。那麼她可會鼓
勵歌迷中的同性戀者也站出來？她認為這是很個人的事，要看當事人
的環境、條件而決定。如果有一些對性向有疑惑的青少年，她就鼓勵
他們找一個信任的朋友、長輩去聊，勇敢的面對自己。

「盛世天戲劇團」主辦， 「春
天舞台」十八周年獻禮，原班人馬
再遇，《我和春天有個約會》鐵定
明年三月假新光戲院大劇場隆重公
演。4位女主角、包括劉雅麗、蘇
玉華、陳潔靈及米雪難得抽空，再
度聚首一堂，到攝影棚拍攝宣傳照
。4位獨當一面的天后，工作排得
密密麻麻，正忙於在內地拍劇的米
雪，拍攝宣傳照後便要飛回內地繼
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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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貫中爆朱茵改變大

江若琳被媽媽催婚

《春天》新光再現

▶徐子珊胸
前 「兩點 」
癦，非常性
感

◀◀ Jessica C.Jessica C.收起警收起警
鐘胸，艷光大減鐘胸，艷光大減

▶香香頻頻出席活
動，豬籠入水

▲何韻詩出櫃後，笑容更
燦爛

▶祖兒：你激親我，嬲死
你 設計對白

▲黃偉文指祖兒▲黃偉文指祖兒EQEQ高，不會有事高，不會有事

▶許志安會
慰問祖兒▲蘇玉華（左起）、米雪、劉雅麗和陳潔▲蘇玉華（左起）、米雪、劉雅麗和陳潔

靈再聚首合演舞台劇靈再聚首合演舞台劇

▲江若琳還未有男友，更枉談
結婚

▲方大同（左起）與盧凱彤（中）和▲方大同（左起）與盧凱彤（中）和
前輩阿前輩阿PaulPaul合作，心情緊張合作，心情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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