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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慶劇《名媛望族》前晚播映大結局，無線
安排劇中一眾演員到商場與市民一起欣賞，楊怡
更以京劇造型亮相兼獻技。期間不少演員邊看邊
落淚，馬賽更是由頭哭到尾。

該劇平均收視超過30點，楊怡相信結局收視
能再創新高。提到她贏得大馬視后仍未請吃飯，
是否要等埋贏了台慶頒獎禮才一次過慶祝？她即
謂，不論視后輸贏都會請大家吃飯，並道： 「一
直以來都想宴請幕後慰勞他們，開心事想大班人
一起慶祝，因為成功不是單靠一、兩個人。」對
於劉松仁（松哥）選她做視后，楊怡笑道： 「我
是他劇中的老婆，當然選我，但我就投了他（劇
中）兒子（馬國明）一票。」

松哥擺明偏心
松哥對於爭視帝欠缺信心，笑言留給年輕人

，更自言偏心看好馬國明奪視帝，楊怡則奪視后
。馬國明就感謝松哥投自己一票，但自覺仍有很
多不足，若在松哥面前拿獎會很尷尬。他又讚松
哥已是神級演員，不需要獎項去證明，反而獎項

對他們這種小朋友更重要。問會否擔心粉絲數
目少而輸掉獎項？馬國明豁達道： 「輸就輸，
明年再接再厲，當去參與派對，亦尊重評分方
法。」

另外，有傳徐淑敏因為老公黃浩捲 「迷幻飯
局」而失去不少工作，身為其好友的沈卓盈剛從
寧波拍完飲食節目返港，但她否認將取代徐淑敏
去南京拍特輯。沈卓盈說，不便談別人的事，總
之自己暫時未收到公司要她到南京拍攝的通知。

由鄭伊健及蔡卓妍（阿 Sa）主演的電影
《我老公唔生性》於12月6日上映，截至14
日止，香港票房接近 600 萬元，而總計內地
、香港及大馬三地截至13日止，票房則超過
3000 萬元，所以電影公司前晚大搞慶功宴。
老闆林小明表示，若非第二周有些院線給了
《哈比人》，成績會更好，但他已很滿意，
並計劃盡快開拍第三集。

阿Sa無暇買禮物
對於影片有好成績，阿 Sa道： 「幾好喎

。（會否再請食飯？）我和伊健打算無論票
房多少都會私下請吃飯，因拍得很開心。」
對於老闆表示要開拍第三集，她坦言也想，
三集完結將是完美句號，因很多系列電影都
是拍三集的，如《紅白藍》、《魔戒三部曲》
等。阿Sa更與導演傾過，覺得第一、二集都
是喜劇，第三集應該拍悲劇，令故事再感人
一些。

今年聖誕，阿 Sa表示要開工，直言今年

聖誕的工作比去年密，故沒有時間揀禮物，
甚至上網也懶得揀，因連睡覺也沒時間，好
累。記者笑言其男友不會介意沒禮物，她就
笑而不答。

伊健表態不想生
對於老闆表示會盡快開拍第三集，伊健

竟說不好，因希望認真籌備好才開拍，不想
令觀眾失望；又謂自己有續集命，如《風雲》
、《古惑仔》都有續集。談及老闆表示可以
拍《我老婆唔生性》，伊健即笑道： 「我都
明，他這麼開心，我明嘅！」他希望香港票
房再多少少，若過1000萬元就與阿Sa一齊請
吃飯。

而當他與阿 Sa送禮物給導演阮世生時，
導演就表示，要等他們都有BB後才拍第三集
，因做了父母才有感受。阿Sa聞言反應極大
，望着伊健說： 「我跟他生？不是吧？」伊
健就指着阿 Sa，意思是她生好了，他不想生
，並道： 「那麼第三集可能拍不成了。」

林嘉欣兩年前誕下愛女 Kayla 後，一直表示想再做
媽咪。昨日她終於在微博公開喜訊，並上載一張與鄭伊
健的側身合照，寫道： 「我又做媽媽了！伊健想做乾爹
，好不好呢？」網友隨即表示贊成，紛紛送上祝福。

邀伊健做契爺
昨日嘉欣與伊健一起到澳門出席活動，她趁機公開

喜訊，首先由伊健在微博上載一張背光的二人合照，只
見一男一女凸肚相對，並寫道： 「分享我老友的開心事
！正所謂 『你老公真生性』（猜相中人是誰）。」其後
嘉欣就在微博上載一張同一背景但可看清相貌的合照，
公開表示又做媽媽了。

照片中，嘉欣身穿一條貼身吊帶禮服，肚子明顯隆
起，相信腹中胎兒已過三個月，鬼馬的伊健亦刻意挺起
肚子，對於嘉欣邀請他做BB的契爺，伊健爽快答應，
並公開說： 「好，恭喜。」嘉欣其後又上載一張自己坐
在沙發的照片，但見她上圍暴漲，展現罕有的性感。

草蜢草蜢

盧海鵬（鵬哥）、戚美珍（三嫂）、賈思樂、林建明（大
姐明）主演的《蝦仔爹哋音樂舞台劇Ⅱ》再度公演，獲多位重
量級人馬群星拱照，前晚於九展的首場就邀來陳慧琳（Kelly）
、草蜢擔任特別嘉賓，又加入金剛扮演蝦仔兒子，務求為觀眾
帶來更多驚喜。而鄭則士（Ken 哥）、周麗淇、謝天華等亦有
捧場。

草蜢、Kelly 劇中扮作是卡拉 OK 裡播出的 MV 人物，因蝦
仔一家戴上有3D效果的眼鏡而變得立體，當兩組人馬現身，全
場即時哄動。草蜢首先勁歌熱舞獻唱《一起森巴舞》，不過當
走近蝦仔一家時，大姐明開始作弄他們，首個中招的是把腳放
於櫈上的阿細，大姐明竟拉起他的褲抆其腳毛，但阿細還是氣
定神閒未有反應；接着，坐在大姐明腿上的阿傑也被抽水摸肚
，唱畢後就連下身同樣失守，被大姐明突然來個海底撈月，大
姐明又捉着三嫂的手繼續摸其他兩子下身，嚇得三嫂急急收回
手。

Kelly：兒子似Ken哥
Kelly則被大姐明摸摸肚皮，笑言如何才可以生嚿叉燒出來

，因Kelly的兩個兒子也是 「食物」，Kelly笑說： 「點心還可以
，叉燒我唔識教你喎，生個Ken哥都得。」豈料原來真人在場
，令Kelly非常驚喜。

事後Kelly直言，不知Ken哥在場，記起丈夫和自己看過照
片，也覺次子小龍包與Ken哥相似，只是看真人就有所不同，
若果能像Ken哥都非常開心，對方有演技又夠分量，不是每個
人可以做到。

談起聖誕節將至，Kelly透露，會與家人留港度過，之前已
跟大兒子布置聖誕樹，因為他喜歡貓頭鷹，不停把裝飾放上放
下，還幫忙吸走地上的閃粉。問到兒子可有送上自製的聖誕卡
？Kelly 想了想說： 「有嘅，不過只係得佢張相，咩都無寫。
（你買咗禮物未？）算買咗啦，咪又係玩具。」

阿傑：大家開心就得
而阿傑笑指當時電光火石，根本連摸到哪兒都不清楚，但

可以參與舞台劇，實在榮幸， 「蝦仔爹哋」像是陪伴他們成長
，所以只要大家開心就可。問到會否安哥演出？草蜢卻因緊接
有工作在身，未有時間，但知稍後有更多重量級的嘉賓，剛才
於後台還見他們跳 「江南Style」，綵排時鵬哥又坐在觀眾席欣
賞，讓他們非常高興。

說起近日好友被牽連在 「迷幻飯局」事件當中，草蜢表示
，他們經驗豐富，不須刻意致電慰問，作為朋友會支持他們。

英國小天后Connie Talbot昨日在劉鑾雄（大劉）
旗下的皇室堡舉行聖誕新專輯分享會，同場還有其蘇
格蘭師弟組合 The Macs 獻唱。大劉偕家人包括母親
、胞妹、女友甘比、女兒秀樺（Josephine）、外甥女，
以及甘比的母親、姐姐及妹妹等到場支持，與甘比老
友鬼鬼的徐濠縈（阿徐）亦帶同女兒康堤出席，不過
全都不接受訪問，只有帶同兩名兒子到場的歐陽妙芝
留下接受傳媒訪問。

小秀樺搶鏡
大 劉 一 家 成 為 拍 攝 焦 點 ， 但 最 搶 鏡 的 還 是

Josephine，她除了被大劉抱着外，其他時間都扎扎跳，
更由 Connie 拖着其小手出場唱歌。不過，上了台的
Josephine 卻顯得害羞。之後她多次上台，如畫聖誕卡
、布置聖誕樹及獻花等。台下的甘比除了用手機替女
兒拍照，更不時與大劉耳語。

至於阿徐女兒康堤就顯得文靜，阿徐並替女兒整

理頭髮。當康堤上台與 Connie合照時，阿徐就在台下
替女兒拍照。而活動結束後，眾人匆匆離去，拒絕傳
媒訪問。

歐陽妙芝被問到可會栽培一對兒子做明日之星？
她坦言，幼子喜歡表演及舞台，長子則喜歡功夫，但
不會刻意訓練他們。問到好友甘比的分娩日期？她即
反問道： 「不是12月嗎？（送什麼禮物給她？）未想
呀！不過她好有心思，經常親手做蛋糕送給身邊的朋
友。」談及阿徐捲入 「迷幻飯局」，歐陽妙芝坦言，
會跟兒子講不要接觸這些東西，老公比她更嚴，甚至
不准兒子將來抽煙。

Connie喜歡熊貓
另外，已第五度來港的 Connie 稍後將舉行演唱會

，所以今年聖誕會與父母在港度過，這亦是她首次離
開英國在外地過聖誕。她又透露，去了海洋公園遊玩
，自己很喜歡熊貓，覺得牠們很可愛。

台灣歌手汪東城（大東）昨日來港出席
「Your Prince will come汪東城聖誕盛會」，

過百歌迷戴上聖誕帽到場支持。當他到達現場
時，歌迷送上寫有 「Jiro」的聖誕帽，他即時
戴上並跟歌迷大合照，場面非常熱鬧。大會安
排了兩個遊戲，讓大東跟歌迷互動，沒想到女
歌迷主動索抱，更攬足偶像一分鐘，令旁邊的
歌迷醋意大發，尖叫聲不絕。

唔飲得
大東透露，自己主演的全新偶像劇《終極

一班2》將於本月26日開播，相信聖誕期間要
忙於宣傳，但希望期間能夠抽空跟契媽藍心湄
率領的 「藍教幫」開聖誕派對。他表示： 「大
家會聚在一起交換禮物。（會否飲酒？）他們
很愛喝，我不太能喝，平常我是擔當司機的角
色，派對之後把他們每一位安全送回家。」

他坦言，聖誕願望是新劇的收視好，並希
望收到一棵聖誕樹，自己雖然忙碌，也想親手
布置聖誕樹。

林峯是今年視帝大熱，昨日他趁力撐師妹黃智
雯做代言人之餘，不忘向現場市民、粉絲拉票，叫
大家記得投他一票。黃智雯昨日出席其首個代言的
電視廣告，邀請了 「阿哥」林峯撐場，卻被搶去不
少風頭。阿峯獲大批粉絲捧場，他在現場叫大家記
得投8號林峯。

終極目標做視帝
林峯接受訪問時坦認，來這裡主要是拉票。問

他不是撐師妹嗎？他說： 「都是主要原因。」他坦
言，對今年自己的表現有信心，《雷霆掃毒》中
「Happy Sir」是他夢寐以求的突破角色，突破程

度是超越自己的想像。
提到於某報投票選舉中領先，林峯表示，多謝

所有粉絲支持，並謂於無線 10 多年，獲提名過很
多次，但從未得過這個獎，坦言很希望攞到，這個
獎（視帝）是男藝人的最高目標。對於有報道指偶
像派藝人粉絲多，公投自然比實力派着數，粉絲多
的林峯說： 「一個藝人
多人投票，是因為粉絲
鍾意你的作品。」問他
會投誰？林峯表
示，其實不知怎
樣投。早前於馬

來西亞奪獎的馬國明是其大
敵嗎？他說： 「當然會，他
是我下一期訓練班的
學員，是好勤力的演
員，他在大馬得獎，
我都開心。」林峯又稱，
今年競爭越激烈越好，希
望以後更多人煲劇投票。

黃智雯罕有性感
黃智雯昨日低胸出

現，她謂不是刻意
性感，這是健康美
，又很開心「阿哥」
來捧場。問她會怎
樣慰勞阿峯？她反
而說，會叫林峯送
禮物，因他搵很多
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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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欣宣布再度懷孕

KellyKelly

伊健推阿Sa生B拍三部曲

妙芝爆甘比12月分娩

楊怡爭后有老公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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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黃智雯撐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