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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嘉欣昨舉行簽唱會，除了即場獲公司老闆
何哲圖頒發金唱片，更有男粉絲趁機向她示愛，
但她避談是否經常向男友伍允龍講 「I Love
You」 。

粉絲示愛笑不停
嘉欣昨到商場為早前推出的第四張唱片舉行

簽唱會，有數百粉絲撐場，她即席獻唱三首新歌
。隨後嘉欣與粉絲玩遊戲，其中一名男粉絲大跳
《江南style》向她示愛，跳到連假髮也掉下，逗
得嘉欣笑個不停。嘉欣在台上透露，為慶祝今年
工作有好成績，打算聖誕節在家開派對，希望當
日不用開工。

對於新碟推出個多星期已獲金唱片成績，嘉
欣笑指，這是太幸福的成績。問到男友伍允龍可
有買唱碟支持？她笑言，這個問題已回答過很多
次，總之家人及朋友也有買，自己沒問對方買了
多少張，覺得最重要的是，未聽過她唱歌的人都
去買碟。

昨日嘉欣在左手背上畫了一個心形，她解釋
稱，因新碟是宣揚愛及正能量。那男友聽完是否
充滿愛及有正能量？嘉欣笑道： 「如果可令他開
心，我都開心，相信他亦
開心。（他最開心是有你
？）不要這樣說，不懂回
答。」 對於有男粉絲在台
上向她示愛，問到私底下
是否也有很多人跟她講
「I Love You」 ？嘉欣
表示，拍拖當然有講，加
上自己是鬼妹仔，經常也
有跟家人講這句話。追問
是否經常向伍允龍講？她
就迴避並要求講回唱片。

「亞洲遊戲展2012」將於12月21至24日
在日會展舉行，鄭伊健昨以遊戲展大使身份出
席開幕禮。手持長劍威風凜凜的他被安排與一
男童鬥玩遊戲，後者甫見伊健即賣口乖不停讚
他靚仔，又說他的女朋友好靚，伊健即笑問自
己的女友是誰？男童快而準地說： 「Yoyo。
」無力招架的伊健唯有傻笑。

眾所周知伊健是遊戲機發燒友，他不諱言
入行時經常打機，大家看不過眼便譏他： 「好
心你啦，仲打機，幾多歲呀！」今次獲邀做遊
戲展大使，他感到好開心。伊健又透露，早前
與女友購入大量新遊戲，準備在聖誕玩個痛快

。問到兩口子會否撐枱腳？他坦言會，但有感
聖誕期間出外吃飯離不開吃聖誕大餐，反而在
家吃更好，自己卻不懂煮，女友廚藝亦麻麻，
最好去經理人林珊珊家裡吃，因她的男友廚藝
了得。

約嘉樂密會
對於好友錢嘉樂在金馬獎奪得最佳動作設

計獎，伊健表示已第一時間恭喜他，並道：
「好開心，腳頭好，（結婚還是生 BB？）成

件事都好。」
至於嘉樂婚前的私人派對相片流出成為雜

誌封面，伊健笑言，今次會再搞一個秘密聚會
。問到可已揪出放相的真兇？他即謂，不想再
講。問可會羨慕嘉樂好運？伊健表示，自己一
向都好（運），人要知足，嘉樂過往亦非不好
，而是現在特別好。記者叫他效法嘉樂結婚生
仔？伊健即強調，自己現時好開心。

由陳健安（On仔）、吳崇銘（King）、何建
曦（Jase）及梁釗峰（Andy）組成的四人男子組
合 C AllStar，首次在九展舉行兩場演唱會，前
晚尾場請來藍奕邦（阿邦）及側田做嘉賓。

跳勁舞掀高潮
四子前晚越唱越起勁，足足唱了 3 小時仍意

猶未盡。期間阿邦向他們質問
情史，King自爆有過幾段情
，但五隻手指可數完，On
仔即說自己 「available」，而
Jase 只有一次拍拖經驗，釗
峰避談情史卻自爆已經26歲

，阿邦笑說： 「他們真是太乖
，要教壞他們，帶他們去蒲。
」現場有人大叫不要教壞他們
，阿邦即抵死道： 「你們放心
，我不會搞他們，他們太細粒
，我也會先挑選。」四子更第
一次大跳勁舞，全場觀眾也站
起來齊齊跳，掀起高潮。

完場後，On仔表示，十分捨不得，第一場他
唱到聲沙，後來才發現是聲帶出血，不過他仍繼
續唱。至於阿邦笑他們身形太細粒，他們笑說，
矮不是問題；又謂，今次有如做白老鼠，除了跳
勁舞又要夾band，全都是他們第一次在台上演出
的。C AllStar 希望能到紅館表演，這是他們的
夢想。

黃耀明（明哥）前晚在西九文化區舉行
「文藝復興2012音樂節」，請來台灣女歌手陳

珊妮及內地搖滾班霸 「左小祖咒」擔任嘉賓，
有4000樂迷捧場。由於當晚流程混亂，明哥被

迫取消部分歌曲，但無損其心情，當他與
左小祖咒合唱《你還愛我嗎》時當眾問
對方： 「你愛我嗎？」還錫了對方臉頰
一下。

推廣戶外音樂會
對於要取消部分歌曲，明哥毫不介意道

： 「少唱兩、三首歌無所謂，最怕是好像前一
晚綵排時，大雨導致場地水浸，幸好天公作美
。」不過，他直言唱一場不夠喉，下次起碼要
開兩場。為了推廣戶外音樂會，明哥希望巿民
能忍讓一下，不要綵排到晚上 10 時半就投訴
。

談及趙式芝早前在港舉行 「婚宴」，明哥
表示，自己太忙未有留意有關報道。問到可會
效法？他表示，現時工作太忙，暫時要放下兒
女私情，結婚遲些再算，不過，他會繼續為
「同志」爭取權利。

【本報記者張帆報道】近日陳曉東悄然返港，除了
參加好友婚禮和雜誌周年慶活動外，更不時在微博上曝
光他現在的 「至愛」的照片。這 「至愛」不是別人，正
是他剛滿2個月的小侄子。變身超級奶爸的陳曉東懷抱
小侄子餵奶的照片在微博瘋轉，網友大呼 「超溫馨」，
而陳曉東坦承，如果以後做父親，一定是嚴父。

網友：超溫馨
2個月前陳曉東升級做叔叔，第一時刻飛回香港，

只為親手抱抱小侄子。近日返港，他更是不放過任何時
間與 「至愛」親近，並在微博上透露學到不少育嬰心得
： 「原來 2 個月就可以開始讓 BB 翻過身學着爬行，和
讓他看看書，讓他習慣翻書。好忙，原來有些神經不
（受）刺激，他會自己 shut down。弟媳婦買了一本叫
《how smart is your baby》的書。」他並感嘆，從零開
始很微妙。

近日一張陳曉東抱着小侄子，拿奶瓶餵奶的照片在
微博上瘋傳。網友大讚： 「慈父樣！將來一定是好爸爸
。」甚至還有粉絲直呼： 「認真的男人是最靚仔的。」
更有網友戲言，他是不是在實習做奶爸。

對於何時當爸？單身
的陳曉東說，一切得看緣
分，雖然自己很想趕快成
家，但還沒遇到適合對象
，但如果有一天自己當了
爸爸，男孩、女孩都會喜
歡。他續說： 「算命的說
我是生女孩的命！」陳曉
東也坦承，自己應該會是
嚴父，對小孩子的思想、
品德、教育、功課會特別
嚴格，但個性淘氣調皮沒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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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健遇醒目男童冇癮

劉青雲前晚憑《奪命金》首奪金馬影帝殊榮，昨
日一大清早即由台灣飛往廣州，繼續為 3D 災難電影
《逃出生天》開工。

為了與劇組分享得獎喜悅，青雲甫到場即「萬歲」
蛋糕及飲料，劇組亦準備了香檳、蛋糕及鮮花賀青雲
榮歸，並由在片中飾演古天樂女友的唐詩詠向青雲獻
花，導演彭氏兄弟及監製林小強則跟青雲握手祝賀，
又希望他憑《逃出生天》明年蟬聯影帝。雖然青雲性
格含蓄，不過亦難掩開心之情，並感謝大家的祝賀。

至於失落影帝獎的謝霆鋒及張家輝，昨日與錢嘉
樂乘同一航班返港，三人見到大批記者守候，即自動
爆料指青雲已到廣州拍戲。

家輝讚實至名歸
家輝覺得青雲奪獎實至名歸，而宣布賽果時，他

自己並不緊張，見到青雲也沒緊張。說到太太關詠荷
沒陪他赴台是否少了一份支持？家輝笑道： 「太太又
不是吉祥物，贏就贏，輸就輸，太太正拍劇呢。」霆
鋒也謂，一早預了青雲奪獎。說到台下的他比青雲更
開心，霆鋒笑說： 「這也拍攝到？我之前跟他合作
《消失的子彈》，很想他得獎。」

錢嘉樂奪得動作設計獎，他更應記者要求從行李
箱取出獎座拍照。他表示，當晚太太（湯盈盈）與家
人吃飯，並看着他拿獎。由於兩位拍檔未能出席，他
一個人拿三個獎覺得好重，幸好林建岳有私人飛機，
幫他拿了另外兩個獎。問他何不坐對方的飛機？嘉樂
笑道： 「他沒叫我坐呢。」

中基囡囡腳頭好
而最佳男配角得主鄭中基昨亦與太太余思敏一起

返港，現場有女粉絲送上玩具花給他。他表示，前晚
出席完慶功宴後，便趕回酒店與太太吃飯慶祝。記者
指其女兒腳頭好，他直認不諱，還透露昨晚會在家中
繼續吃飯慶祝，獎座則會擺放於父親書房內。

今日中基要赴橫店拍戲，預計明年 1 月才拍畢返
港。橫店現在天氣寒冷，加上下飛機後仍要坐 2 個多
小時車程才到達拍攝場地，為恐女兒捱不住，余思敏
不會帶女兒去探班。

嘉樂感謝洪金寶
另外，前晚金馬獎落幕後，林建岳

包下餐廳慶功，出席者包括劉青雲夫
婦、柯震東、錢嘉樂、任賢齊及何韻
詩等。嘉樂不忘感謝師傅洪金寶
，他道： 「老實說，這一次跟
他一起入圍，我不敢想太多，
但台上一公布是我的名字，我
真的樂歪了。」對於被看
好明年以《寒戰》再度入
圍，嘉樂坦言，自己比較
期待拍《寒戰》續集。

青雲則謂，一定要請
張家輝吃一頓飯。問到太
太送什麼賀他？青雲只道
： 「我希望她做好吃的飯
菜給我吃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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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天》劇組祝捷

▼伊健（左）被男童大讚靚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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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哥（左）與
陳珊妮忘情演出

◀陳曉東變身奶爸

▲C AllStar邀阿邦（中）
任演唱會嘉賓

◀C AllStar下
一個夢是登陸
紅館

▲鄭中基夫婦昨
晚繼續撐枱腳

▲家輝（左）與
霆鋒結伴返港

▲林建岳（右三）包場慶
功，出席者包括任賢齊
（右起）、何韻詩、劉青
雲、錢嘉樂、羅大佑

阿邦嫌C AllStar太乖

明哥暫忘兒女私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