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子淇、關心妍、琦琦、謝婷婷及童愛玲等人昨日出席
Nancy Gonzalez新店開幕，席上並有支票移交儀式，由李家
誠與徐子淇成立的基金Glamour to Give Charity捐出50萬元
善款。

子淇表示與丈夫私人成立Glamour to Give Charity已有
2年，主力幫助緊急需要的家庭，現基金已有8位數字的儲備
，除他倆夫妻捐款外，也接受善心人的捐助。她自己便會將
5歲大長女每年的利是錢去助養小朋友。女兒最近想買iPad，
她便教女兒如何儲蓄。子淇表示平日沒給女兒零用錢，也不
想她太沉迷電腦怕會給變態的人在網上看中成為獵物。她笑
指新年只給女兒200元利是，爺爺又封金幣做利是，估計
女兒要儲10年也買不到iPad。子淇又笑指女兒從不扭
她買東西，因她外出不帶銀包，購物都是助手或姐
姐付款。另提到曾與她拍拖的洪天明於下周當爸
爸，子淇聞言送上祝福。

關心妍：開心的決定
性感出席的關心妍心情輕鬆，談到於港台十

大中文金曲頒獎禮捧蛋後於微博宣布不再參與樂
壇頒獎、有獎也不拿，她稱： 「自己一早決定今
年是最後1年參加頒獎禮，這次不過講出了11年來
的感受，去到終結好安樂、輕鬆！不做音樂也可
以玩音樂！」她指老公很支持她，老公更陪她努
力了3年，可惜整個機制並非努力付出了就可以！
她本以為港台頒獎禮可給她畫上完美句號，但事與
願違，且這也不過是冰山一角。她更言不止是今年
而是多年來都不夠幸運，11年來她拿不夠10個獎，
是次決定非一時衝動，只可惜努力也徒然因名額有
限，這才是最大遺憾。但唱歌並非為拿獎？她說： 「
考試若沒成績表又為何考試，拿到獎是可以再
進一步，也是種鼓勵，不是自己做得不夠努力
，做得不好，是機制和遊戲問題！」她自覺多
年來際遇也不好，也曾被人說她輸打贏要，她
說： 「我都從未贏過，今次輸也算試過，都
是鬥不過機制！」會否覺得樂壇一直不健康
？她指一定需要公平一點，歌手才有動力去
做。她可覺得與G.E.M際遇相同嗎？她說：
「情況不同，我更加不幸，她好快已得到很

多東西，我的問題更無奈！多年來我在港台
也只拿了3個獎！不過我的決定是開心，可以
專心先造BB，對自己也有個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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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anVivian擺明或與擺明或與
Avis拍拖

陳偉霆、陳靜（DaDa）、
梁烈唯、苟芸慧、詩雅及孫佳君
等昨日於佐敦出席電影《重口味
》開鏡儀式。陳偉霆與陳靜演其
中一個講述毒品的故事。

跳脫衣舞
陳偉霆稱第一次與DaDa合

作，但聽聞戲中有場跳脫衣舞場
面，擅長跳舞的他笑謂真的不懂
脫衣舞。問他要脫清光嗎？他表
示暫時未知道。陳偉霆透露最近
拍另一部消防員的戲練得很健碩
，但早前試造型時，發覺此片要
他很纖瘦，相信要減肥20磅才
可以。DaDa表示戲中演夜蒲女
仔，相信服裝會比較性感。
DaDa透露最近與一位圈外男子
約會，應該有機會發展，她說：
「那男士是於上海工作的香港人
，我們都互有好感，但暫時未開
始。」 她稱入行前不想公開戀情
，但現時反而覺得如果感情是實
在就不想隱瞞，因自己是個敢愛
敢恨的人。她透露會提前農曆年
前返上海探公公婆婆，順道見一
見那位心儀人士。

需要露股
梁烈唯表示在戲中與苟芸慧

一對，苟芸慧表示之前客串過電
影，但真正拍電影今次才是第一
次，她稱很多第一次都給予梁烈
唯，好像演話劇及拍戲等。梁烈
唯表示很多人都有問他戲中與苟
芸慧有否親熱戲？他笑言相信導

演不會放過苟芸慧於大銀幕的第一次拍親嘴戲
，不過都是蜻蜓點水式那種接吻。問他想激吻
嗎？他表示不想，因戲中他已有很多場激烈場
面，好像要露點和露股，他稱暫未知露股程度
，但之前導演叫他揀底褲款式，原本他想選孖
煙，但最後導演選了一條激凸的內褲，還問
他要否 「僭建」 ，梁烈唯表示不用加墊，笑言
對自己身材有信心。而孫佳君表示會演戲中其
中一個單元，戲中演骨妹，她表示會有很多睡
衣造型，問到有否親熱戲？她表示未知，但戲
中會與小肥演對手戲。孫佳君表示這是復出後
首部電影，問她擔心照顧不到兒子嗎？她表示
不怕。

羅彩玲（Vivian）昨日在公司舉行記者會，
為她跟周秀娜（娜姐）前男友陳偉成（Avis）流
出的床照解畫，她以一身便服打扮，在老闆向展
邦陪同下見記者，她澄清相片並非床照，只是當
晚飲醉酒被朋友整蠱的惡作劇，事後才知道被朋
友拍下相片。她說： 「當晚同行有5個人，蘭桂坊
消遣完嫌不夠喉，上了Avis屋企繼續玩，娜姐當
日不在場，而我亦是第一次上Avis家，我當然知
他女朋友是娜姐，他們是公開的一對，但Avis好
少向我透露他的感情事，（刻意隱瞞想追求你？
）如果他追求我，我不識答，但我們真的沒有一
齊過，只限於朋友之間傳訊息的關心，如果穿高
跟鞋會扶我，純粹是紳士風度。」她表示事件後
，未有跟Avis聯絡，男生自尊心較強，或等事情
丟淡再關心他。她說： 「他們分手不關我事，感
情事外人好難去講，以我的角度看，我覺得他們
連聯絡跟見面時間都沒有，一段感情好難維持，
（Avis向你透露？）不，我從報道聽來的。（忙
又有時間跟你見面？）睇報道講娜姐工作好忙。」

大讚好人
問到為何他們宣布分手後，巧合地有床照流

出？Vivian說： 「可能是因為他們分手，傳媒就
開始找我們的料，我已經限制相片只許朋友才可

以看，（被朋友
出賣？）應該
是，我沒有博
見報，Tag我的
朋友都覺得好內
疚，立即刪除所有
當晚的照片。」對
於Avis事後一直潛水
不見人，Vivian認為
他需要時間冷靜，他
跟娜姐公開感情，應
該有幾大壓力。Vivian堅稱並非 「小三」，但不
排除跟Avis發展的機會，她說： 「將來的事不能
夠講定，感情事順其自然，Avis是個好好、好nice
，好照顧朋友的一個人，發展機會說不定。」她
坦言事件後難免被經理人訓話一番，不排除私底
下會有其他照片。

老闆向展邦認為Vivian是後生女，花兩年時
間栽培她，事後安慰並支持她，更希望她可以注
意自己言行，但他認為Avis龜縮不太恰當，他說
： 「既然不是事實，我覺得男方應該光明正大跟
大家交代，（怪男方不澄清？）責任不是要放在
誰身上，但沒有必要躲起來，可以的話，希望他
公開澄清件事。」

江若琳接受女追男
江若琳（Elanne）昨到海港城出席《皇帝的

盛宴》朱古力藝術展，她除協助奧地利朱古力大
師Gerhard petzl製作展品，大師更在她玉
臂上示範朱古力彩繪。

Elanne今日便會去深圳拍一個偶像
劇，預計要拍攝數月，不過農曆新年
時她已向劇組請了3日假，以回鄉
（廈門）探望祖父母，更準備
封大利是給他們，每封都有5位
數字。問她可擔心被長輩催婚
？她笑言已習慣了，坦言自己
這個歲數在鄉下已超齡，所以
打從22歲起，長輩們每日都會
以不同版本說誰人結婚誰人生仔
來催她，但總給她扯開話題。笑
問如果長輩們今次趁機為她介紹
對象呢？她笑言一定會逃跑，因她喜
歡自己選擇對象。那她覺得現場的朱古
力大師又如何？她直言對方好有才華好迷
人，並笑道： 「所以男仔不必靚仔，只要有
才華自然會發光。（不介意與外國人拍拖？）
不介意，還可以學下英文，（會否主動出擊？
）遇到適合的也會主動，不過我多數以講笑形式
去表達，就算對方拒絕自己也可以推說是講笑而
已，不會瘀。」

劉浩龍（師兄）、謝安琪（
Kay）及黃貫中等昨日為電影《末
日派對》進行開鏡儀式，師兄在
戲中跟Kay飾演一對，師兄表示：
「今日要拍我在銀行向Kay求婚，
準備好花跟戒指，（為你真求婚
預演？）這些事不需要預演，不
過同Kay合作好開心，合唱過之後
再一齊拍戲，大家好合拍，而且
相熟就不會太尷尬。」 他坦言跟
Kay沒有親熱戲，反而Kay跟Paul
有床上戲份。對於校長譚詠麟在
微博笑他跟女友容祖兒 「打茄輪
」 時的畫面是 「嘴角含龍」 ，師
兄笑笑口說： 「校長一向都風趣
過人，經常會講笑，無問題，但
我比較少睇電視或者微博，花時
間睇劇本居多。（拍拖後心花怒
放？）拍戲就開心得多，個人都
特別開朗，之前頒獎禮會有少少
緊張，現在放鬆很多。」

謝安琪狂讚老公
Kay笑言特別喜歡銀行職員的

制服，感覺好專業可靠，她說：
「我不知道張繼聰（老公）喜不

喜歡，但我有帶套制服返家自己洗，掛在家
中都會望多兩眼。（阿仔會不會以為你轉行
？）應該不會，因為他一直搞不清楚我的職
業，只知道我經常做訪問，他覺
得全世界的父母都會出現在電
視機前面。」 Kay表示兒子不
睡都要看《老表，你好！》
以支持爸爸的演出，笑指阿聰
一向都好chok，在劇中跟
王菀之根本就是做自己
，二人的情侶戲都
好有火花，她說
： 「個仔識得
分，知道電視
劇是假的，情
侶戲只是做戲
，有次張繼聰
真的受傷，他
都以為是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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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女兒上網禁女兒上網

▲Dada（左）陳偉霆初結片緣

▶孫佳君再拍
戲，心情輕鬆

◀苟芸慧（左）
與唯唯可能有
親嘴戲◀江若琳（左）欣賞有才華的男士

▶▶黃貫中拿走燒黃貫中拿走燒
肉和雞很是搞笑肉和雞很是搞笑

▲▲師兄師兄（（左左））與與KayKay於戲中演一對於戲中演一對

▶▶馬詩慧馬詩慧
（（左左））琦琦琦琦
老友鬼鬼老友鬼鬼

▶▶關心妍不關心妍不
再爭獎全力再爭獎全力
生仔生仔

◀◀徐子淇教徐子淇教
女兒儲錢女兒儲錢

▶▶VivianVivian（（右右））在在
老闆向展邦陪同下老闆向展邦陪同下
見記者見記者

◀ Vivian
暫與Avis
沒聯絡

▲娜姐（左）與Avis此
情不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