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二〇一三年三月八日 星期五B10責任編輯：張佩芬
美術編輯：李錦霞

■
電
話
：
25757181

■
傳
真
：
28345104

■
電
郵
：
tkpgw

@
takungpao.com

薛家燕薛家燕：：琴姐精神好琴姐精神好
吳千語昨日為香港電台拍攝單元

劇《證義搜查線2》，飾演證監會的新
晉調查員，更會有執槍鏡頭。一身專
業人士打扮的她，亦是首次演如此專
業的角色。問到有請教男友林嗎？
千語表示，有看過男友主演的《雷霆
掃毒》，覺得他的演出好man。昨日
她跟林巧合地分別出席公開活動，
千語笑言，男友已跟她通風報訊，並
指記者問他會否來探班；但男友有工
作，不會來的了。

數目分明
最近有報道指林為女友找了180

萬元卡數，千語否認其事，指所有帳
單都是自己找清的；並重申自己沒有
黑卡，這些就好像以前看戲的情節。
她覺得男女朋友之間互送禮物很正常
，之前二人去旅行，大家也有各自為
自己的家人買禮物。不過，她不會為
報道不開心，只是覺得部分內容不是
事實，自己不是要解釋，而是有必要
去澄清。問到她與男友以後在公眾場
合會否檢點些？千語說： 「工作以外
，我想有私人空間與正常生活，不會
因此避免跟他外出。」

另外， 「三哥」苗僑偉日前爆林
帶千語出席飯局，並介紹給他認識
。對此千語指，三哥之前表示想見她
，當日三嫂下廚，他們有時間便去了
三哥屋企食飯。她又見過林的家長

嗎？千語表示，在公開活動中見
過，亦跟他們通過電話；並稱
，跟世伯、伯母見面，不會
有計劃地進行，好像之前見
三哥，也非計劃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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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圓圓與文詠珊（Janice Man）
昨日齊出席一個化妝品活動。圓圓
與蔡加讚將在11月30日舉行婚禮，
現時尚在籌備階段。她會否效法霍
啟剛與郭晶晶辦世紀婚禮呢？圓圓
坦言，參考過很多婚禮，吸取不同
優點，自己想過分兩天舉行，這樣
不用太辛苦，但最後還是覺得一天
完成較好，氣氛更開心。

問她會緊張到有婚前恐懼嗎？
圓圓笑言，相信結婚當日會緊張，
但之後會放鬆；又表示，婚禮將會
請圈中好友。至於會否有天王巨星
表演，她笑言，未想到，若他們自
願來都好歡迎。圓圓續說，家中很
多人都想表演，嘉賓或者要排隊了
，怕到時婚禮變得不像婚禮，像個
演唱會。

文詠珊有圈外追求者
文詠珊透露，今次首度素顏拍

攝化妝品廣告，自己不擔心被拿來
對比，因為小時候的樣子跟現在變
化不大，反而眼睛比小時候更小。
她續說，現時有追求者，但不是前
男友，對方是圈外人，但她對感情
事不心急，一切隨緣。

StephyStephy無因無因樂仔樂仔與與KaryKary反目反目

◀Kary不想高調談情 資料圖片

◀Stephy（左）及蘇永康出席新片開鏡拜神

▲▲圓圓圓圓（（右右））與文詠珊出席化妝品活動與文詠珊出席化妝品活動

▲千語淡定回應傳聞

阿Sa見中基幸福：
我想生B 余文樂（樂仔）及吳雨霏（

Kary）拍拖成為近期圈中熱話，不
過有報道指，樂仔曾追求鄧麗欣
（Stephy），對方有感樂仔太 「雜
食」，故力勸好姊妹Kary不要跟他
拍拖，惜Kary不聽勸告導致姊妹
反目。昨日Stephy否認姊妹反目，

又澄清樂仔沒有追求她，直言
寫作的人想像力太豐富。

Stephy、蘇永康及康
華 等 昨 出 席 愛 情 電 影
《 不愛不散》開鏡拜神
儀式。雖然Stephy男友方
力申有份演出，二人並
無對手戲；記者笑她是
否在現實生活中相對已足
夠？她笑道： 「OK啦！

不用齣齣戲都合作
。（你結了婚嗎

？ ） 未 得 閒 。
」在旁的蘇永
康即搭嘴指二
人仍年輕，不
用那麼快結婚

，像許志安拍了

十多年拖也未結婚。
對於有指樂仔曾追求Stephy，

她笑言有看報道，並道： 「我有問
Kary為什麼去旅行不叫我，但她沒
有覆我。不過，我們講好再約吃飯
。」Stephy澄清樂仔沒追求她，亦
不覺得對方花心。她道： 「我覺得
他是好男仔，工作勤力，一個喜歡
運動的人會比較健康。」

蘇永康籲給予空間
蘇永康亦讚樂仔是圈中罕有的

好仔，除了勤力又沒壞習慣，好健
康。談及 「樂雨」早前返港在機場
遇到傳媒時表現有欠大方，蘇永康
坦言，日前在澳門見到Kary時，有
跟她講應該大方站好給大家拍照，
不過樂仔就處理得幾好。至於二人
是否拍拖，他覺得應由當事人去
答。

蘇永康又謂，有時圈中人好慘
，在一段感情剛發展時就要向外交
代，這樣會有好大壓力，尤其是年
輕藝人承受不到太大壓力，故希望
大家給予他們多些時間去適應。

年屆33的林及未足20歲的吳千語近日愛得如膠似漆，二人
在一個月內三度外遊，享受熱戀蜜月期。日前有報道指兩口子遊米蘭返

港，此行林除了為千語送上名貴手袋，更送上無上限簽帳額的 「黑卡」兼
消費達180萬元，另外，二人被拍得於機艙纏綿。林昨日否認為女友送上黑卡，

但承認在機艙內有goodnight kiss及為女友蓋被，繼續大晒恩愛。

有備而來
林昨日出席男士洗頭水發布會，席間更化身Professor King，穿上白袍做實驗。現場所見，

林亦心情極佳，吸引不少粉絲在場外守候。近日被拍得與女友吳千語於機艙甜蜜纏綿，他受訪時有
備而來，說： 「我在第一日已經講過，不想每次見面也講私人事。」他慨嘆傳媒扭曲事實，很可悲，又

自爆這次是很sweet的旅程，直認於航機上為千語蓋被，以及給對方 「goodnight kiss」，認真坦白。林
說： 「其實都是正常的行為，結果卻變成這樣。」

林並透露，日前赴內地為電影《忠烈楊家將》宣傳，內地媒體、粉絲紛紛送上祝福，希望香港的傳媒於
報道上不要 「加鹽加醋」。他直言： 「內地傳媒是靠香港的報道而得知消息。」

無送黑卡
對於千語可有因報道感到不開心，林回應說： 「我明白自己是公眾人物，會被評論，但只限於

工作方面，私人事會低調處理。」談及送黑卡予女友，他堅決否認，並笑道： 「不要這麼老套，現在
什麼年代？我也未見過黑卡。」

談到有指他為女友找180萬元卡數，林卻未有正面回應，只表示私人事不作分享，又
稱自己也買了不少東西送給家人。問及可是默認找卡數，他強調到此為止。對於女友昨日

也現身活動見傳媒，林強調要工作未能探班。至於可會情侶檔工作，他表示，由公司
安排。對於二人甜蜜會否考慮同居，林聞言反應甚大反問記者道： 「你拍拖不是

這樣的？我只是做拍拖的正常事，這個話題說完就不再說。」

薛家燕、梁烈唯（唯唯
）、朱璇、翟威廉及黎芷珊昨日出

席無線 「3月星辰」記者會。
家燕姐表示，本月底63歲生日，現
忙於籌備開家燕媽媽藝術中心分
店，希望4月前開到3間。問到生

日願望是否快點娶新抱？她表示
都好，這幾年應該會成事；又稱
，原本有朋友叫自己去希臘旅行，

暫未知能否成事，要看籌備分店
進度。問是與男友

去嗎？家燕姐稱
是朋友。

對於李香琴
被指有病，家燕
姐表示，早前才

探過她，琴姐精神好
好。說到有周刊指琴姐

疑腦退化，家燕姐笑指，自己
都經常忘記事情。

唯唯或今年求婚
梁烈唯本月26日34歲生

日，他表示，未知屆時要否
開工。問到其生日願望？他
希望各方面都順順利利。
再問他想今年成家立室嗎
？唯唯稱，結婚有很多事
要準備，不過，今年可以

先求婚。早前有報道指唯唯於珠寶店買戒指
想結婚，為官司一事沖喜？唯唯解釋稱，當
日是補買情人節及聖誕禮物給女友，當天只
買了一條鏈，並非買鑽戒，不過那天有留意
鑽戒價錢，發覺原來好貴。他抵死的說： 「
我女友的手指很幼，應該不用戴太大粒鑽石
。」他亦言，希望36歲前結婚。

對於其拍檔胡定欣於劇集《戀愛季節》
中露 「事業線」引起很大回響，唯唯指，拍
攝時沒有留意，並說： 「終於被人發覺她有
身材了，我識她的時候都不覺。」

蔡卓妍（阿Sa）與
鄭中基分手後，各有所

愛，但她見到舊愛現時有
家庭又有女兒，不禁讚他是最
幸福的。阿Sa坦言，想生BB
，不過仍很享受現時的生活
，故希望再過多6年自由的生
活，才做媽咪。

增肥穿性感舞衣
阿Sa昨出席其代言的運動服

品牌發布會，並穿上春夏系列即
場大跳熱舞。她透露，稍後返內
地參加跳舞比賽，今次要跳拉丁
舞，她已買了大批DVD回家練習
，但坦言沒信心勝出。由於拉丁
舞是一對對跳的，問可會找男友
陳偉霆做拍檔出戰？她表示，對
方不是跳拉丁舞，會找跳舞老師
做拍檔，亦不會找男友幫她練習
，因他不在港。除了練舞，阿Sa
又想增肥，因為拉丁舞衣很性感
，太瘦穿的話，並不好看。她道：

「我已吃了很多，總不見肥。（乘機豐胸？）
大家都知我沒有胸，好低cup。」

有指阿Sa在專欄中讚舊愛鄭中基是
最幸福的人，因他有家庭有女兒；阿Sa
坦言，有記者問到，她便照講，專欄由
她口述，別人代筆。她道： 「我心裡覺
得他很幸福，也很開心見到他這麼幸福
。自己很幸運，因為見到很多人因分手
交惡，互數不是，雖然我們已很少聯絡
，起碼沒有互數對方，最重要的是，大
家現在都開心。」

六年後才做媽咪
至於她是否也想生BB？阿Sa坦言想

。那麼何時像舊愛般再婚？她笑道： 「
像他一樣的年紀。（但女仔過了40歲，
已過了生育最佳年齡？）不怕，現在科
技這麼進步，相士也說我將來會有兩個
孩子。我好享受現時的生活，生了BB就
要專心湊他，又要給予愛心、時間及關
心，暫時自己未能做到。」

說到楊千嬅也後悔遲生，表示如果
早10年生就最好；阿Sa坦言，現時30歲
，或者等到千嬅那個年紀（36歲）才生
，給自己多6年時間享受單身生活。◀阿Sa羨慕前夫有個幸福家庭

▲唯唯（右起）、家燕姐及黎芷珊出席
生日會

◀家燕姐忙於籌備分店事宜

▶▶林林峯峯（（左二左二
））對現場的女對現場的女
模目不斜視模目不斜視，，難難
道他眼中只有千道他眼中只有千
語語？？

◀◀林林峯峯（（左左））化身化身
Professor KingProfessor King做做
實驗實驗

▶林峯對女
友愛護有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