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
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
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丮

3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八日 星期六B14 責任編輯：陳惠芳
美術編輯：李錦霞

■
電
話
：
25757181

■
傳
真
：
28345104

■
電
郵
：
tkpgw

@
takungpao.com

徐子珊昨日出席一個新車的活動，最近子珊
頻頻出席不同的商業活動搵真銀，十分旺場。子
珊笑說： 「托賴啦！今年係幾好的。」有指她今
年賺到800萬，子珊笑言沒有，怕稅局會向她追
稅。但她坦言近兩個月，都接了 20 個商業活動
。記者指她若得到視后，身價豈不是再提升？她
笑言價錢由經理人去安排好了。她都覺得《雷霆
掃毒》中陳嘉碧的角色，今年帶給她好多。

豬籠入水
問到子珊如何獎勵自己？她表示打算送層樓

給父母，但現時樓價太貴，希望明年有新的政策
，樓價可以調低。她想買的單位都要一千呎。記
者指她現在都應該買到，她笑說： 「不要這樣講
，但真的多了很多工作，遲些又拍廣告，又要為
電影配音。」她又會買車獎勵自己嗎？子珊笑言
不用買了，昨日活動的車商老闆答應了借架車讓
她用一年。她平時的駕駛技術是否很辣呢？子珊
笑說： 「少少啦！之前都參加過賽車，但落場後
會大膽一點，在香港駕駛會以安全為主。」

舒淇舒淇聖誕聖誕
沒約沒約德倫德倫黎明黎明

陳豪與胡定欣前晚於新加坡舉行的《第17屆亞洲區電視大獎2012》中
，分別憑《天與地》與《拳王》奪得 「最佳男主角」與 「最佳女配角」。昨
日無線於電視城舉行祝捷會，定欣昨日凌晨才返港，雖然行色匆匆，但她都
表示好開心。因為之前她才於馬來西亞勇奪Astro最佳女配角獎，這個星期
連奪兩獎，她坦言十分興奮，希望可以再下一城，在台慶當晚再獲獎，就可
以串成三連彩了。

入行10年大鼓勵
問到定欣會如何獎勵自己？她笑言想請劇組同事食飯，以感謝大家拍攝

時給她的支持與幫助。她坦言當初有份入圍已好開心，沒想過會得獎，男友
都戥她開心。最近她跟馬國明傳復合，她跟男友的感情有受報道影響嗎？定
欣表示沒有，她亦不想回應太多。問到他們有結婚打算嗎？她坦言希望奪得
視后，才想結婚的問題。今年又適逢是她入行10周年，得獎是很大鼓勵。

陳豪視帝呼聲高
陳豪繼在Astro頒獎禮後再次奪獎，問到他在台慶頒獎禮，有信心得獎

嗎？他坦言是抱平常心。今次憑《天與地》得獎，他都好感謝監製戚其義與
周旭明，亦好珍惜將來與他們合作的機會。對於有傳阿戚將會離巢，陳豪表
示就算對方不在無線，也可能有合作機會的。女友陳茵媺又怎樣跟他慶祝呢
？他坦言女友戥他開心已足夠了，其他只是助興。

定欣望女配角連中三元

《ATV 2012 亞洲小姐競選》大中
華賽區 20 位佳麗將於本月中進行總決賽
，由於有4位佳麗因簽證問題缺席，故昨
日只有16位佳麗以泳裝亮相，其中10位
更是首次以泳衣示人，另外6位則是早前
已入圍的港澳賽區佳麗。

始終社會不接受
昨日一眾佳麗的身材都算平均，其中

⑨的葉詩琪的身材更見突出，屬有料之人
，她穿泳衣時亦大晒背後的紋身，事後她
接受訪問時，被問會否考慮洗走背後的紋
身？她坦言會考慮，因為這是選美不接受
有紋身，如果之後有機會入圍，再返馬來
西亞洗紋身。問她是亞視要求嗎？她說：
「其實社會都接受不到，作為亞姐亦不好

。」提到她昨日有少許肚腩，葉詩琪坦言
近日胖了，因香港很多美食，自己會勤力
做運動，她稱希望由50㎏減至47㎏，提
到她是有料之人，她說： 「我覺得是種負
擔，因我是一名運動員，有時穿衣服亦不
及其他人好看。」她稱胸大胸細不是最重
要，最重要是有信心及做好自己。

韓美玲想升Cup
的 18 歲韓美玲表示眼發炎，可能

最近長時間帶隱形眼鏡及化妝，稍後會看
醫生，提到她的身材較細，她表示還好，
並尷尬謂： 「我都希望上圍由A Cup升
去 B Cup，這樣已經足夠。」她表示不
會考慮隆胸，問她如果有需要加 3、4 個
墊嗎？她表示會考慮。①黃璧安早前被周
刊指曾影半裸相，昨日她即否認說： 「那
張相我是有穿比堅尼，是被人執走了。」
問她會否不開心？她即謂不會，因亞視亦
有安慰她很多時有這些事發生，她不是第
一個被整蠱，問她接受到全裸嗎？她表示
不會影這些相，除非是慈善有意義的活動
才會考慮。她又謂對入圍有信心。

⑨葉詩琪擬剷走紋身博后冠

陳曉東陳曉東輸人不輸陣輸人不輸陣
【本報記者張帆報道】 「嘉華瑞鉑慈善名人桌球賽」第二季

昨晚在北京舉行，邀來楊受成、陳曉東、孫紅雷、葉偉信、唐季
禮、馬楚成、小瀋陽、袁弘、顏丙燕等明星及眾名導參賽。各位
導演在桌上掀起 「戰火」，帶着專屬球桿首次來參賽的陳曉東笑
言輸人不能輸陣，最終以一球之差敗於唐季禮。

敗給唐季禮
當晚北京零下 10 度，為慈善而戰的各位選手步上室外紅毯

卻是個個精神百倍。陳曉東沒有選擇其他男星的西服正裝，以一
身酷帥皮裝上陣，還特意帶上專屬球桿上陣參賽，笑稱： 「輸人
不能輸陣。」陳曉東坦承平時有空就會與幾位朋友聚起來打球，但
面對眾多強手，且在第一輪抽籤分組便遇上勁敵唐季禮。陳曉東
在落後4球的前提下，上演了大逆轉，連續四球入洞，卻最終還
是以一球之差，敗給唐季禮被淘汰出局。不過陳曉東直言輸得心
服口服，大讚唐季禮擊球穩狠準。而葉偉信則擊敗唐季禮奪冠。

本屆慈善名人桌球賽募得全部善款將捐給 「共鑄中國心基金
」，以救助中國偏遠地區先天性心臟病患兒，幫他們消除病痛折
磨。雖然輸了比賽，身為聯合國兒基會大使的陳曉東亦表示能通
過比賽為疾病兒童籌措到更多善款已覺滿足，並期待明年再戰。

舒淇昨日往澳門為壹號廣
場的聖誕新裝主持揭幕儀式，大會
邀請了藝術家 Mr Josh Chalom 創

作的 「盛澳方華」刷新健力士世界紀
錄，成為全球最大魔術方塊馬賽克畫，

用超過8萬個魔術方塊堆砌出澳門獨特美
景。藝術家同時用數千塊魔術方塊為舒淇

製作一幅肖像圖，令舒淇大為驚喜。
舒淇表示通常一年才到一次澳門，因自

己不好賭錢，只有興趣逛街及飲食，所以不
常來， 「每次來澳門都感受到很大變化，每次
我也會想起這裡的蝦子麵、豬扒包及葡撻。」
舒淇表示，在台上主持儀式時才得悉大會為她
製作一個肖像圖，令她感到意外驚喜。至於曾

否有男士如此有心思作出追求，舒淇說：
「如果真是有這般心思，一定會加分

。」舒淇表示，今年聖誕沒有工作
安排，預計會返台灣度過，她說

： 「可能香港、台灣兩邊都有
party。」

單身度過亦快樂

舒淇又言聖誕有很多朋友包括異性的
約會，至於有否相約馮德倫，她說： 「過
往聖誕也有約他聚一聚，不是刻意約定，
只是大家都是朋友。」談到有否找失婚的
前戀人黎明，舒淇說： 「別人的事不想討
論太多。」舒淇自言單身過聖誕並不寂
莫，她說： 「身邊有很多朋友都是單
身，大家也過得開心，現今世界換伴
侶很快，今年身邊很多人分手，雖
然亦有好多人結婚。」舒淇笑本月
21 號是預言的世界末日，她打算
舉行一個末日派對，邀請各方朋
友連線，看看世界各地有什麼不
同的變化，她說： 「21號與家人
食飯後，就一齊去 party，因為
22日不用開工。」

近日舒淇的好友曾志偉被
牽涉入一宗傷人恐嚇案件，舒
淇回應： 「我知這件大事，世
界發生很多奇怪事情，很多人
的行為都很奇怪。」舒淇表
示，奇怪很多人認為她正在

蜜 運 中 ，
她說： 「其
實不是，但若
然有拍拖，我也
不會告訴你們。」

關淑怡、周汶錡及周麗淇昨日齊出席一個手表活動，關淑怡將在明年2
月舉行演唱會，暫定開兩場。問到她心情緊張嗎？她表示沒有，還OK的。
她表示還未知演唱會會否加場，至於兒子會否來支持，她說： 「個仔已大個
，會隨他的喜好。最近關淑怡翻唱陳奕迅的《陀飛輪》，並找來周汶錡任
MV女主角，但外間對她重唱此曲的反應好壞參半。關淑怡表示沒有留意，
她大讚周汶錡演出比自己更專業。

「人品OK」
最近曾志偉涉醉掌摑黃浩，關淑怡表示也是從傳媒口中得知，她因為不

了解，故不便多談。問到她有致電志偉關心一下？她說：「或者啦！（志偉平時
是否好有義氣又肯幫人？）係
呀，他人品 OK！」問到她相
信志偉醉酒打人嗎？她笑言
對方飲醉通常是睡覺。談及
圈中藝人吸毒，她指若屬實
當然不好了，她亦不會贊同。
但她本身沒親眼見到有歌手
吸毒，但歌手都是成年人，應
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任。

周汶錡在關淑怡的MV
中哭成淚人，但外間反應好
壞參半，她指這些是很個人
的喜好，但覺得批評才會有
進步。她自己覺得滿意便可
以了。談及早前關淑怡傳自
殺，她表示不覺對方情緒起
伏大。周麗淇笑言姐姐首次
拍MV竟給了別人，若自己
有新歌的話，一定要姐姐及
姐夫客串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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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淑怡或會慰問志偉
◀◀陳曉東打陳曉東打
桌球輸了比桌球輸了比
賽，但打球賽，但打球
姿勢真的不姿勢真的不
錯錯

◀◀陳曉東打陳曉東打
桌球輸了比桌球輸了比
賽，但打球賽，但打球
姿勢真的不姿勢真的不
錯錯

◀陳豪（左
）、胡定欣
獲亞洲區電
視大獎，對
角逐台慶獎
倍添信心

▶周汶錡（左）為關淑
怡拍MV，其妹周麗淇
吃醋

◀①黃璧安指這張相
是被人執走泳衣，成
了周刊所刊出的裸照

▲▲①①黃璧安、黃璧安、⑨⑨葉詩琪和葉詩琪和韓韓
美玲均是亞姐大熱門美玲均是亞姐大熱門

◀◀⑨⑨葉詩琪打算葉詩琪打算
剷走紋身剷走紋身

▲徐子珊被傳今▲徐子珊被傳今
年賺了年賺了800800萬萬

▲舒淇見到一幅肖像圖，大為驚喜▲舒淇見到一幅肖像圖，大為驚喜 ▲舒淇覺得單身生活▲舒淇覺得單身生活
亦很快樂亦很快樂

▲舒淇怕提黎明▲舒淇怕提黎明

◀◀舒淇指和馮德倫是朋友舒淇指和馮德倫是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