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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蔚今日入院生BB，昨日她仍
與老公洪天明一起到沙田馬場，捧

老爺洪金寶（三毛）場，三毛愛駒
「崇山寶」昨日在第八場出賽
。腹大便便的家蔚更由老公扶
，與老爺及元彪在馬圈睇
馬，她笑言大肚來旺一旺
老爺與老公，天明則說：

「是爹叫我們來食自助
餐，因為怕家蔚生完後
，坐月沒好東西吃。」

早前他們透露想延期
分娩，但最終都決定今日入

院生BB，家蔚解釋說： 「天明
農曆年前要回內地工作，所以
不想延期，就讓他陪月一星期
後才回內地。」全程戴黑超
與口罩的天明，表示有點咳嗽
不想傳染給太太。問到會否陪
老婆入產房？他說： 「都想，

我想拍整個生產過程，又想親手
剪臍帶。（不怕嗎？）不怕，家裡的

狗仔都是由我接生。」
至於改名，天明笑謂： 「原本想由

老竇改，他說叫 『大仁』，我覺得太搞
笑，誰知老竇又說改 『大爺』，現在我

也要考慮清楚是否給老竇改。」不過天
明更搞笑，想為BB改名洪天天、洪硬等
。三毛表示快做爺爺很開心，今日會第
一時間到醫院看BB，但只會送心不送禮
物。

陳奐仁首入馬場慶生
另外，昨日三十七歲生日的陳奐仁

，首次入場看賽馬，從未買過馬，入場
前坦言想試一試運氣，並謂七號是他的
幸運數字，離開時他開心笑說果然有斬
獲，贏錢而回。他表示已收到太太送的
生日禮物，包括有名貴的肥皂、睡衣與
USB Driver，問到太太送睡衣是否想為
他生BB？他否認說： 「家裡有兩個BB暫
時已足夠。」他所指的兩個BB，一個是
太太，一個是愛犬，他的生日願望也跟
愛犬有關： 「我想BB快樂，無憂無慮，
越來越BB，年年只有四歲。」

陳奐仁謂自從三十歲生日過後，每
年都忘記自己生日，去到生日當日，都
是同事、客戶等提醒他，收到生日禮物
都會開心，但沒有特別要求。他說： 「
小時候一個蛋糕一些玩具，長大後一個
蛋糕已足夠，今年簽了新公司，在公司
安排下我有五個生日蛋糕。」

胡定欣以一身應節紅色露背連身裙
出席賀年活動，希望可趁未開劇努力賺
外快過肥年。農曆新年期間她會留港跟
家人拜年，並吃最愛的蘿蔔糕和馬蹄糕
，全是親手炮製。問到會否帶男友
回家？她直言因對方的家人全於外地，
所以會一起吃團年飯和拜年，但老
人家未有催婚，只望兩人順其自然，定
欣說： 「見過他一次，沒什麼特別
意見，她覺得我們開心就滿足。」

事業新開始未計劃結婚
定欣透露每年也會派開工利是，但

正式結婚那封就想慢慢來；不過亦視男
友為結婚對象，兩人相處舒服，希望可
以開花結果。問到可有談過婚事？她坦
言到此年紀亦有，但未知實際時間，畢
竟剛剛得獎，事業有新的開始，希望有
更多好成績，故先拍拖才算。至於會否
閃婚？她卻稱不能回答，事關要發生就
會發生，計劃太多反而更多變數。

定欣攜男友返家
吃團年飯

鄧
紫 棋 （G.E.
M.）為期十二次
的 「秘撈Tour（兼職
之旅）」已經進行到第七
站，之前她先後當過外傭
、天氣小姐和職業摩托車手
等，希望能借此了解各行各
業，也引領歌迷對社會加深
思考。今次G.E.M.就化身成
為 「鄧老師」，以世界自然
基金（WWF）教育工作者的
身份帶領一班小朋友到米埔觀
鳥。

由於一班小朋友事前一直
不知道有新 「老師」，當看到
G.E.M.穿 「WWF」工作服出
現，立刻尖叫起來。經過短期
培訓的G.E.M.，有模有樣地帶
黑臉琵鷺模型，為小朋友展
示牠的各種生活特性，還不時
以誇張動作引起大笑。 「鄧老
師」非常和藹可親，一路和學
生們有講有笑，不過當大家一
起用望遠鏡觀鳥時她即變回小
朋友，不停嚷 「在哪啊，在
哪啊，我也想知道。」結果全
部小朋友都觀賞到鳥，但 「鄧
老師」卻始終沒看到，失望不
已的她還是得到老師前輩的好
評，說她energy（動力）爆棚
，身體語言很多，讓小朋友們
很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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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煒、姚子羚前晚到將軍澳某商場
出席微型紙雕建築展覽 「一紙千緣」的
揭幕活動。本地紙雕工程師周國章即席
教二人製作玫瑰花紙雕，兩位美女也表
現不錯。陳煒當晚出席摺紙活動後被記
者取笑她何時 「接子」？煒哥聞言即笑
指暫未有此計劃。她笑道： 「近期也是
忙工作，新年亦要拍劇，可幸丈夫會留
港與自己過年。」煒哥不諱言自《法網
狙擊》播映後自己增加了不少工作，並
接了廣告。她說： 「今次荷包最少進帳
六位數。」

至於拍攝中的《神槍狙擊》可會像
早前播出的《法》劇般性感？煒哥強調
是在冬天拍攝，因此衣服會多一點。她
說： 「我發現不少網友也讚自己泰山裝
的打扮，因此刻意購入多件泰山裝。」
提到丈夫可有收看《法》劇，煒哥指他
在自己出場才開始收看，也未有投訴。
至於評價如何，她回應： 「老公指我於
電視內穿泳衣漂亮，但真人不覺。」她
又否認曾真人示範色誘老公。丈夫有叫
她試嗎？煒哥說： 「他哪有這麼變態，
我們沒有這些情趣！」煒哥並表示，也
常常問好友黎淑賢駕御夫術，包括洗澡
時在鏡面寫字，寫紙條放進丈夫褲袋。
此外，有報道稱同屬亞視出身的田蕊妮
對萬綺雯（蚊蚊）不滿，煒哥則相信她
們沒不和，自己私底下與蚊蚊亦屬好友

。她說： 「我們平日也會相約吃飯，自
己也不會眼紅蚊蚊。」

姚子羚暗寸鄧健泓愛鋸扒
姚子羚則表示，新年過節也要開劇

，不過會抽空陪失戀不久的好姊妹龔嘉
欣。她說： 「我期望對方快點過新生活
！」子羚不諱言曾經傳短訊約嘉欣前男
友鄧健泓，若對方與張嘉兒的戀情屬實
也會送上祝福。不過，她卻說： 「嘉欣
和我也沒談過嘉兒可是第三者，但自己
見到鄧健泓與張嘉兒出街的報道也有些
不開心！」她認為二人應該避忌一點。
問及鄧健泓可是好男友，子羚聞言暗寸
對方： 「他是好細心，但我知道他不愛
吃排骨，喜歡鋸扒！」

郭富城（城城）代言的英國男士服裝品牌，昨日在沙田馬
場舉辦百周年紀念短途杯，城城的愛駒 「愛的呼喚」也有出賽
。賽事還吸引了多位城中名人出席，包括有謝玲玲、董建成伉
儷、霍震寰伉儷與兒子等。

城城甫到場已給 「貼士」記者，自爆愛駒上次出賽後，原
本已休息兩星期，但為了讓牠今次參與賽事感受氣氛，見見朋友

，休息未及兩星期就要開始訓練，故今次只得八成狀態。他說： 「
我希望牠今次入三甲，跟廣大馬迷有交代，大家落少許注，保個位

置。（你自己有否落重注？）做馬主很少落重注，每個馬主都想自己
的馬贏，但每場冠軍只得一個，一些前輩馬主跟我說，自己的馬跑贏
了都會有獎金，肯定大過彩金，所以我只會買數千元玩玩。」

新馬抵港下月出賽
城城一邊說是朋友的可以投注少許支持，但又保險叫大家千萬不

要身，最後 「愛的呼喚」不負城城所望，跑入三甲。城城已經第三年參
與這個賽事，愛駒則是首次，他與張智霖及兩位圈外朋友合買的另一匹馬
亦已抵港，隔離一個月後就可以出賽，現時他們仍在揀選馬名，他預先透
露大有可能叫 「愛河」，馬匹擅長短途賽，編號跟 「愛的呼喚」一樣是 「
288」，只是之前的英文字分別是N及P。

城城又大賣廣告說，服裝品牌在世界各地一百二十間分店均放有他的
廣告肖像。他說： 「最難忘是去年出席英國王室賽事見到哈里王子，當見
到真正王子後，大家以後不要再叫我 『阿王』。（你是舞台王者嘛！）我吸
收了真正的王子風範，他很隨和很nice，很多事情值得學習。」

備戰個唱留港度歲
為準備三月在港的演唱會，城城今個農曆年會留在香港度過，他表示除

夕至初三都跟家人度過，初四開始排舞。問及女友熊黛林（Lynn）今個新年
仍有孝在身，還未問到會否避忌，他已口快快說： 「這些不說了！」那情人
節呢？ 「我沒有真正的情人節，工作上我會想多一點，我只得勞動節要過，
沒情人節。」被指馬匹都用 「愛」做名字，怎會沒愛？他即謂自己拜佛，
對所有眾生都有愛。再問若養第三隻馬會否叫 「愛林」？他自言擁有兩
隻馬已足夠。另外，楊愛瑾與男友郭永淳前後腳到馬場，之後她邊講電

話獨自離去，問她是否跟男友一起來？她只笑笑口說沒買馬。

城城城城城城派貼士貼士貼士

陳煒沒色誘丈夫增情趣

愛駒跑入三甲愛駒跑入三甲愛駒跑入三甲

為了推動閱讀風氣，林青霞應台灣文化部邀請擔任 「閱讀新浪潮」的文
化大使，繼前日在台北出席分享活動後，昨日她和部長龍應台一起到台東和
災區的孩子一起閱讀，她更親自唸童話故事給孩子聽，近距離與現場民眾互
動，一位幸運的小朋友並獲得青霞的手表。

昨日活動在台東生活美學館展開，青霞帶了五百本兒童圖書送給當地七
所小學的小朋友，並在現場朗讀黃春明的作品《小駝背》，又分享自己的閱
讀經驗，鼓勵民眾從最有興趣的書開始讀起，每天最少讀十分鐘，慢慢的養
成習慣。在民眾互動中，有小朋友回應說： 「我媽媽說，現在是資訊爆炸的
時代，只有書能親近人，可以安安靜靜的躺在那裡，讓人閱讀。」有感小朋
友說的太棒，青霞即時脫下手上的限量版手表送給他，還破例在他買的書上
簽名。

輕鬆回應婚姻問題
至於前日活動上，青霞透露兩個女兒小時候，常常吵要她唸故事給她

們聽，她還透露女兒們最喜歡的故事是《三隻小豬》和《藍蝴蝶》，簡直百
聽不厭。青霞還親切地和台下觀眾互動，有問她對待婚姻的秘訣？青霞輕鬆
回應： 「對婚姻，我只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就OK。」

青霞任大使
赴台東推閱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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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霞（右）與龍應台
出席活動，朗讀圖書

▲臨盆在即的家蔚（中）與丈
夫天明（左）到馬場，帶旺老
爺三毛▲

楊愛瑾與男友郭永淳前後腳
到馬場，卻獨自一個人離開

▲城城（左）遇上首次入馬場的陳奐仁▲

陳奐仁（左二）在高台與親友一起觀看賽事

▲城城（前排右）的
愛駒 「愛的呼喚」 不
負期望，跑入三甲

▲▲城城與張智霖及友
人買的新馬已抵港，
下月可以出賽

天明扶家蔚
到馬場旺三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