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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賢齊『颷』演唱會2012」前晚在
台灣小巨蛋舉行，踏上小巨蛋舞台，小
齊坦言美夢成真。整晚小齊施展渾身解
數，更駕駛四驅車到台邊跟觀眾近距離
接觸。前晚擔任嘉賓的甄子丹彈鋼琴為
小齊伴奏，鬼馬的子丹彈起結婚進行曲
，當眾向小齊催婚。小齊都即場向女友
Tina發表愛的宣言，令Tina感動落淚。

前晚除了小齊的女友Tina和一對子
女外，舒淇都有捧場。小齊這次演唱會
邀請了不少嘉賓，包括甄子丹、魔幻力
量、陳昇、黃品源、關穎、五月天等。
小齊前晚演出心情極度興奮，多次瞓在
台上。出場時穿上紅衫紅帽，嘉賓陳昇
和黃品源出場時，陳昇穿上小齊這套紅
裝，十分搞笑。關穎前晚亦與小齊合唱
情歌，她以性感低胸裝束出現，更與小
齊大跳辣身舞。

甄子丹則為小齊彈鋼琴伴奏，彈奏
一曲後，突然彈出結婚進行曲，更笑說
： 「今晚不是來參加小齊的婚禮嗎？
Tina在哪裡？在全世界面前，小齊是否
要講出心底話，Tina等你和跟你一起努
力了多年，小齊是否要說一句話？」小
齊即場向女友發表愛的宣言： 「Tina，
你幫我生小孩，還生了三個（包括小齊

本人），因為我無長大過，你還幫我照
顧一切，我欠你一個婚禮。」全場觀眾
立即歡呼。而台下的Tina就感動以紙巾
拭淚，全場觀眾則不停大叫結婚；但小
齊尷尬的表示未有準備結婚戒指，完成
巡迴後會騰出時間，笑說： 「男子漢說
了就算。」之後與子丹合唱一曲《對面
的女孩看過來》。

想過到麼麼茶島辦婚禮
小齊在安哥部分，穿上四吋銀色鍋

釘高跟鞋表演，走在天橋唱歌時，都行
得甚為瀟灑。完場後，歌迷排隊要向偶
像獻花，他都走到台前收花，有求必應
。小齊在慶功宴上，談及被子丹催婚，
他坦言有點驚，因為沒有心理準備，也
不知有這個安排。他坦言也應該要做的
，之前也想過到 「麼麼茶」島舉行婚禮
，因拍戲時當地沒什麼人，Tina也沒有
去過。小齊又指若要擺酒的話，估計要
在兩岸三地擺過千圍，他都怕招呼朋友
不周，所以可能舉行家庭派對算了。他
說： 「我不想常將這些掛在嘴邊，希望
大家體諒，給我私人空間。」至於穿高
踭鞋，小齊就大叫救命，差點腳抽筋，
十分辛苦，一次已足夠了。

今晚舉行的《萬千星輝頒獎禮 2012》，
無線舉行公投視帝、視后及最佳劇集三大獎
項。昨日幾位候選人林峯、馬國明及徐子珊
齊出席拉票活動，吸引大批粉絲到場支持，
為自己的偶像壯聲威，場面墟冚。

子珊最近工作十分繁忙，到場時都面露
疲態；但當聽到粉絲的歡呼聲時，即時精神
一振，更走到粉絲旁拍大合照，相當識做。
子珊表示前晚出席亞太影展後，便回港拍戲
，沒有睡覺。昨日也是穿戲服到場，仍是未
睡醒的狀態，幸好粉絲一叫她便馬上精神起
來。子珊表示會繼續拉票到最後一分鐘，今
次與林峯這對 「孖8」首次同場拉票，士氣更
高漲。她又有準備得獎致謝辭嗎？她坦言不
論贏輸都要想一下說什麼，但她坦言還未想
好，先要好好睡一覺。

阿峯否認得公司優待
林峯昨日掛着八號

彩帶到場，阿峯的票數
一直拋離其他對手，他
到場後都不停說： 「請
支持八號林峯！」十分
搞笑。他笑指八號好似
已經成為自己的名字，

戴住彩帶好像選區議員。他又謂最近跟八號
好有關係，為了答謝粉絲，他都特別在十二
月二十八號加開一場演唱會。而前晚他客串
舞台劇時，在會場遇到陳奕迅媽媽，立即幫
她開手機投票給自己，對方其實不認識他的
，現在回想都覺得搞笑。無線在最後一日安
排他們三位拉票，是否特意優待他們？阿峯
解釋之前一直撞期，只是這兩天剛好有空。

馬國明抱平常心面對
馬國明昨日是首次出席公開活動拉票，

有網友自發幫他這位 「高登男神」谷票。他
笑言也有聽聞，指公司今年搞公投，也是想
讓觀眾多些參與，目的已達成了。馬國明一
直抱平常心，指可能未必是報章寫的大熱攞
獎，因為有好多潛在粉絲。他笑言媽媽都收
到風，很多師奶都叫子女投他一票。至於無
線是否特別優待他們三人，安排他們拉票，
他說： 「很多人都有份，只是有工作在身才
無法出席，不是優待，其實到這個時候要投
的相信都投了，這個活動對賽果也幫助不
大。」

《萬千星輝頒獎禮》今晚舉
行，擔任司儀的鄭裕玲（嘟嘟）
、林曉峰及崔建邦昨日齊出席拜
神儀式。嘟嘟與農夫合作主持的
《700 萬人的數字》都有份角逐
最佳資訊節目，嘟嘟表示自己的
表現都算不錯，都好希望可以得
獎。問到她有向其他同事拉票嗎
？她笑言都不知怎樣拉票，不知
誰是專業評審。

嘟嘟表示公司早前特別派人
遞投票表格給她，不能不投票。
但因為她是大會司儀，為顧大局

公平起見，不願預測賽果；但她
都知道賽前有好多聲音。嘟嘟坦
言好難揀，聽到好多候選人都有
機會得獎，好像男配角就是陳國
邦和古明華之選；視帝方面，他
覺得劉松仁、林峯、黎耀祥都做
得好好。而最佳主持人選就有戚
美珍、黎芷珊和草蜢，所以要到
頒獎禮才會見真章。崔建邦表示
最佳主持相信是戚美珍和黎芷珊
之爭，林曉峰亦大讚同公司的草
蜢，又表示看好古明華。

楊怡昨日出席一個商場的聖誕活動，半百粉絲到
場支持她；同場出席的還有陳思彤及Sparkling Girls。
楊怡即場製作聖誕蛋糕，問到她會親手做蛋糕或下廚
煮聖誕大餐給男友享用嗎？她笑言男友沒這個彩數，
聖誕大餐還是出街食好了，今年聖誕她都會跟朋友一
齊慶祝。台慶頒獎禮今晚便舉行，林峯、馬國明、徐
子珊等昨日齊出席拉票活動，但楊怡因為出席此活動
而缺席，她解釋一早已簽約，接了這個活動。她笑言
未能出席拉票活動不緊要，也可以在這裡拉票，最後
一日希望可以到全港九拉票。

低胸裝襯二千萬首飾
提到子珊早前於無線盆菜宴親自向無線高層樂易

玲拉票，楊怡笑言自己有向樂小姐家人拉票，笑言已
盡力，觀眾認同才是最重要。楊怡日前都為頒獎禮試
戴了二千萬首飾，坦言未戴過這麼大面積的鑽石項鏈
，所以今晚要穿低胸一
點。最近有報道指楊怡
與男友羅仲謙共用一名
助手，她表示未有聽聞
，但若是屬實，這位助
手好蝕底，一人做兩人
工作，卻只有一份人工
。她澄清絕無此事，他
們各自有助手。

嘟嘟坦言投票好難選擇嘟嘟坦言投票好難選擇

舞台劇《蝦
仔爹哋Ⅱ》前晚
於九龍灣展貿中
心舉行，盧海鵬、林建
明（大姐明）等主演外，前
晚嘉賓是林峯及吳啟華，吳
啟華飾演女人型醫生及高歌一曲
，期間又爬上賈思樂身上，十分
大膽；林峯則於台上獻唱歌曲，其後
被大姐明整蠱，不停上下其手摸其身軀又
走上前錫了林峯一啖，大叫指他很靚仔，
林峯笑謂： 「摸沒有問題，你投了票未先
。」 其後戚美珍叫林峯扮Chok樣，盧海
鵬即笑謂： 「我現在Chok不起。」 不忘
說有味笑話。

事後林峯表示很飽，被大姐明錫了一
啖，問他綵排時有這幕嗎？他表示綵排時
其實見不到他們，但亦知道他們未必跟稿
做。問他有被摸到重要部位嗎？他稱沒有
，上身的衫亦很厚，他說： 「細個好鍾意

睇《蝦仔爹哋》，自
己沒想過入行，更加沒想過可以同陪自己成長的演員同台
演出。」 林峯表示拍《雷霆掃毒》時三哥（苗僑偉）已邀
請他，他當然盡量度期出席，提到他於台上拉票叫觀眾投他視
帝一票，他說： 「是呀，我覺得不夠添，剛才我撞到陳奕迅媽
媽，她都不認得我，我向她說我是八號，有否投我票？她還問我是
區議員嗎？我當時都啞了，我話我是將軍澳電視城區那邊，之後Eason媽
先知我是誰。」 林峯亦表示會投好拍檔徐子珊一票，指她有很大突破。

盈盈周家蔚嘗試順產
吳啟華獻唱時有少許甩嘴，他稱可能歌詞不熟，他稱綵排時與賈思樂

更親密，前晚已不算勁。此外，周家蔚、湯盈盈、文頌嫻及梁靖琪、王祖
藍與女友李亞男等前晚捧場，家蔚預產期是二月初，盈盈則是三月中，二
人皆表示希望嘗試順產，笑言聽朋友說大肚婆沒有記性，之後很快忘記那
種痛，家蔚坦言肚子現時開始很重，與盈盈都有戴托腹帶，盈盈笑謂：
「這三天開始不靈活了，之前我還可以跳來跳去。」 二人亦表示日前一起
上堂學習嬰兒急救，例如BB割親、喝了毒藥，父母都會手忙腳亂。記者
指家蔚胖了不少，她稱老公洪天明早前返港不停叫她吃東西，之後會節制
一點，她笑謂： 「 『豬圓肉潤』 都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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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丹催婚
小齊誓言還Tina婚禮

▲ 「孖8」 林峯（左）和子珊首次
一起出席拉票活動，聲勢強勁

▶馬國明（左起）
、林峯和子珊齊出
席拉票活動

◀林峯（中）在台上遭大姐
明（左二）摸身和強吻一啖

▲林峯（右）和吳啟華為
《蝦仔爹哋Ⅱ》擔任演出嘉賓

▲周家蔚（左）和盈盈表
示想嘗試順產

▶疲態畢露的
子珊聽到粉絲
叫喊，即時精
神百倍

▲抱着女兒的Tina聽到小
齊愛的宣言，感動落淚

▶▶子丹（右）為小齊子丹（右）為小齊
伴奏，順道向他催婚伴奏，順道向他催婚

▶楊怡澄清沒跟羅仲謙
（圖）共用一名助手

◀楊怡為了出
騷，無法分身
出席拉票活動

▶林曉峰（左起）、嘟嘟
和崔建邦齊出席拜神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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