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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錢嘉樂及湯盈盈的愛情結晶品Alyssa已於十日（星期日）面世，昨日樂樂
盈盈一起在醫院會見傳媒公布喜訊，並向傳媒派發朱古力及糖讓大家分享他們的喜
悅。盈盈於十日十二時半，以自然分娩誕下女嬰，重七磅三安士，母女平安，盈盈
昨日亦已出院回家坐月了。

盈盈昨日戴上冷帽，由老公錢嘉樂陪同一起在醫院樓下會見傳媒，由於盈盈的
肚子仍然脹大，一度令大家以為她還未分娩，十分搞笑。嘉樂透露盈盈在十日凌晨
開始肚痛，但她依然繼續，他卻睡不，到清晨便陪她入院，而到中午十二時半
，盈盈便順產生了女兒。嘉樂坦言有入產房，並親自替女兒剪臍帶，他笑言最初在
手術房外等候，但被姑娘逼進去，他解釋自己並非害怕進去，只是自小印象覺得手
術房的燈號熄了才可進去，不過他覺得姑娘逼他是對的，因可剪臍帶分享老婆的分
娩過程，十分珍惜，更搞笑謂臍帶好硬，要剪幾下才剪得斷，盈盈就踢爆嘉樂要她
幫他拍剪臍帶照。

女兒出世感動流淚
在盈盈生產的半小時內，嘉樂更發揮動作導演的本色，不停替她打氣，又向她

示範呼氣抖氣，而BB出世一刻，姑娘又叫他走去正面睇，不過他拒絕了，因希望
有保留及有幻想，他又形容女兒出世時，他腦子裡充滿了英文字，包括amazing、

incredible及wonderful，他搞笑道： 「我識的英文用盡晒！」盈盈見到女兒出
世就哭到如噴水池，令不想哭的他也被感染變成小噴水池，他們對於女兒誕
生都覺得好神奇。嘉樂又狂讚盈盈好叻，並笑她肚子仍巨，懷疑有個細佬在
裡面。

生B不辛苦追多個仔
問到BB似誰？嘉樂指分兩派，醫院姑娘覺得似他，他即時想起《盛女愛

作戰》的Bonnie，而婆婆就覺得似盈盈，他也覺得似媽咪好，更謂女兒
雖未開眼，但見其眼很闊，應是大眼妹。問他如何獎勵盈盈？他直言什麼也

給了她，至於女兒的中文名就等爺爺改，他又搞笑道： 「我想過叫
錢世、錢進，女兒就叫錢晴，但等我爸爸再修飾一下。」他
又謂曾志偉及洪金寶已第一時間知道BB出世。而現時他正在
休息，就算工作也揀短期的，長時間會捨不得兩母女。而盈
盈就全職湊女，並會餵哺人奶，也請了陪月協助。盈盈又覺

得生仔不辛苦，故與嘉樂有意再追一個兒子，嘉樂相信
盈盈是稱職的媽咪。在圈中朋友無數的嘉樂，透露有百
分之九十九的BB用品都是朋友所送，劉德華更送了很
多BB衫及corset（束腹衣），全部都是新的未用過。

吳雨霏（Kary）與余文樂的戀情
明朗化，雖然她未正式承認拍拖，但就
表示不否認，又謂二人一向低調處理私
人事，希望大家給他們空間去慢慢發展
，她又否認與好姊妹鄧麗欣（Stephy
）為阿樂而反面。Kary昨晚與徐濠縈
、薛凱琪及文詠珊等出席一品牌活動，
如沐春風的Kary心情大好，問她可承
認拍拖？她表示一向處理私人事都盡量
低調，總之放完假好開心，現在也好開
心。至於是否承認戀情？她表示順其自
然，又解釋當日在機場前後腳出閘也是
希望低調，對於引起混亂，她已在微博
致歉。問及二人是否有共識要低調？她
表示對方多年來也保持低調，自己入行
至今也是如此，大家應明白。那現在是
否可以寫阿樂是她男友？她稱不知道，
並再要求大家給予空間。對於前輩蘇永
康叫二人大方一點，Kary說： 「我沒
有不聽他的說話，他也有叫我順其自然
，我又沒否認！（阿樂可是好男仔？）
是呀！我認識他多年，他是一個好好的
演員，又懂得照顧身邊人。（他以前很
花心？）以前的事不太清楚，但相信他
不是這種人。」 問到阿樂是否比周柏豪

更正？她即笑 「唔」 了一聲。

否認跟Stephy反目
此外，有傳她因戀上樂仔而與

Stephy反目，Stephy更謂找不到她，
她笑言因為去了旅行嘛，並否認反面之
說，又覺得報道好好笑。那Stephy是
否替她開心，她道： 「大家是好姊妹當
然希望對方開心。」 至於她與阿樂可會
相約Stephy及方力申一起吃飯，她笑
道： 「Stephy很忙，次次要等她回來
才可以食飯，但以前也多次跟小方吃過
飯。（姊妹聚會可會攜男友同行？）順
其自然，但姊妹聚會應該只是姊妹
而已。」

徐濠縈早前生日，獲
老公陳奕迅飛去日本替她
慶祝，給她驚喜。昨晚她
笑言事前已猜到，因以前
在巴黎這麼遠，他都飛過
去，何況今次東京這麼近
，而他更陪她去名古屋見
證她跑半馬，可惜太混亂
看不到她衝線。至於送什
麼生日禮物給她？她笑言
是戒煙，又謂這是一個好
大的承諾，不過對他本人
也好，又希望他今後能做
多些運動，她更不忘囑傳
媒幫手睇住老公，若發現
他抽煙就通知她。

TVB新劇《女警愛作戰》前晚首播，劇中主角謝天華、周麗淇（Niki
）特別於長沙灣請客，聯同劇中演員許紹雄、呂慧儀、翟威廉及高鈞賢、
監製張乾文等觀看第一集。前晚兩位男、女主角姍姍來遲，天華更駕電單
車到場，非常有型。天華及Niki二人甫見面即時互窒，以 「八婆」、 「賤
精」相稱。天華強調收工後匆匆趕來，更暗寸Niki是少奶不用做。Niki聞
言亦表現無奈，只回應： 「算吧！由他啦。」她指當晚是二人夾錢，但天
華卻撒賴： 「不是吧！」Niki戲言對方出名孤寒，能夠集齊人一起吃飯好
難得，全因上次天華吃收工飯卻要工作。

Niki被屈無線幫忙執樣
對於緊接平均收視不足三十點的《戀愛季節》，Niki強調並不擔心，

更讚劇本寫得不錯。她說： 「我對自己與天華這一對有信心，加上香港版
與海外版有分別。」天華在旁亦乘機
取笑拍檔，指她接受雜誌訪問自稱是
無線福將，Niki沒好氣地回應： 「成
日屈我！」天華指出，此劇在三月推
出對劇集有利，眾演員又在港可以一
起谷收視。當晚電視播出劇集時，天
華亦拿拍檔開玩笑。他說： 「劇集這
次拍到她很美，有如玉女，TVB的後
期一定執得好辛苦！」Niki對此苦笑
，戲言TVB不會幫自己執。

今天（十三日）是謝安琪（Kay）正日生
日，其歌迷會日前為她預先舉行慶生會，歌迷

們並分組玩Art Jamming塑膠彩繪畫，各自
繪畫小畫版再拼成一幅畫祝福她。Kay亦

親自在環保袋上繪畫送給幸運的歌迷。
Kay說： 「我畫了彩虹和白雲在環保袋

上，鼓勵他們和我一起，用我們的愛
，為別人的生命添上色彩，努力去
幫助更多的人。我稱自己的生日為
『K Day』，K for Kay & K for

Kaleidoscope（萬花筒），代表我們
可以有千變萬化、各種各樣的方法

去為世界貢獻，這也是我們的心願，
我希望我的人生是為世界的美好而努

力。」
Kay希望她的生日禮物，不只是歌迷對她

的心意，而可以化成對有需要的人的祝福，所
以一直呼籲歌迷們不要花錢給她買禮物，把錢
捐給他們想幫助的慈善機構，然後將祝福語寫
在收據上送給她。而席間，歌迷就向Kay展示
他們從三年前開始自行集資以歌迷會名義向世
界宣明會助養的一名女孩子的近照及心意卡，
大家稱她為自己的女兒，Kay對可以和歌迷一
起去幫助別人感到很幸福。

「饑饉三十2013」分享會昨日於商台舉行
，出席歌手有何超儀（何超）、林欣彤、林德
信、胡鴻鈞、陳柏宇、連詩雅、許廷鏗、羅力
威及馮允謙等。何超表示自己一把年紀才首次
參與 「饑饉三十」，記者笑她未餓過，她笑說
： 「又不要這樣講，今次跟大家一齊做囉。」
問到她會否叫老公也一齊饑饉？她笑言老公要
先操弗才可以，否則人都可以食幾個。她指老
公最近又 「翻脹」，肚腩再突出來，她說： 「
他說減肥太容易喎！他一向都不注重自己的外
在，對自己有百分之五百信心，任何體型及外
表都覺得不重要。」何超亦讚老公的內心確是
好靚，現在又肥得好得意、好均勻。

何超又指自己肚餓會頭痛，平時臨睡前都
要食宵夜；但屆時參與活動不會偷食。問到她
怕被人影到偷食嗎？她笑說： 「好驚，但都是
人之常情！」她表示自己不能做壞榜樣，屆
時可能會周圍找人 「吹水」分散注意力。問到
她會否也叫何超盈參加饑饉，不用食減肥藥。
她笑說： 「唔好咁啦。她不舒服，去饑饉會暈
，等我試了先。」記者笑言在 「饑饉三十」暈
一定會有人發現，反而安全。何超笑說： 「我
唔識答。」問到她有探望對方嗎？她坦言沒有
，大家沒什麼來往。她會否教對方如何減肥？
她笑說： 「我都完全失效，我都不穩定喎。」
她坦言細個都有食減肥藥，她說： 「食完就好
似她（超盈）那樣，但我就沒撞退燒藥
。」她笑指現在年紀大，不能再食減肥
藥，怕跌一跌就散。她都勸大家不要
食減肥藥，她現在每月三分一時間食
齋，當是清腸胃。問到她有探爸爸何
鴻燊嗎？她表示年初一去醫院探過，
當時有七十幾個護士撲出來利是，

她帶不夠很不好意思。爸爸又知超盈的事嗎？她
說： 「他知道，都有叫她食多些，太瘦了。」

欣彤體重回升仍有聲沙
林欣彤體重由八十幾磅，現時已回升

到九十磅，當年她參加比賽時是一百零
幾磅。她指現時狀態已好了很多，
相比第三世界國家的人，他們更瘦
，只是她現在仍有聲沙，說話會痛
。問到她這麼瘦怎樣饑饉？她
指自己未入行前參加過，覺得
現在都應付得到。若見到有人
偷食，一定會出聲鬧對方。

Kary謂戀得低調順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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