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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綺雯（蚊蚊）昨日為馮美基和沈卓盈主持
的《May姐有請》節目錄影，她坦言自己以往的
廚藝不俗，但茹素後已甚少下廚，因不能試到肉
味，她道： 「沒理由要老公也不吃肉，所以都交
給工人去煮，不過我有將自己懂的都教給工人，
所以煮出來的飯菜基本上也是我的味道。」她又
笑言她這段婚姻唯一的投訴便是她不再煮飯。

至於為何會茹素，她坦言當時家中有人患病
，基於宗教問題便承諾茹素三年，但三年後卻吃
不到肉，如是者迄今已茹素九年。蚊蚊又稱茹素
後身體好了很多，以前常有的扁桃腺問題也大為
減少，她道： 「以前試過拍劇中途要叫十字車，
因為扁桃腺腫到我好暈。（茹素保持童顏？）哈
哈！童顏是大家給面叫的，不過皮膚真的好些。
（素顏示人OK嗎？）OK的，現在都盡量讓皮膚
抖抖氣。」

沈卓盈左右眼密生瘡
沈卓盈自爆左眼生眼瘡腫了起來，幸好化妝

掩蓋得到，她道： 「如果熱氣或睡眠不足便會生

，近期生得好密，年初三才剛生完。」而她的右
眼也曾因眼瘡太大，做過兩次割除手術，但不擔
心被誤為割雙眼皮，她笑道： 「人家是割上眼皮
，我是下眼皮！」

周 汶 錡 （Kathy） 、 周 麗 淇 （Niki） 、 雪 兒 、
Jessica C.和內地 「超模」何穗等，前晚出席一化妝品牌
活動。對於名模蔣怡上月於南非結婚並已懷孕五個月，
身為其好姊妹的Kathy表示只知道對方去南非旅行，並不
知她已懷孕，Kathy道： 「我一月時才見過她，都不覺她
已有BB，不過他們已拍拖好多年，恭喜她！」

現正忙於拍攝美食節目的Kathy，被問到她自己又何
時公布喜訊？她即叫大家不要再逼她，因增加她的壓力。
問到老公最喜歡她那個部位時，Kathy表示沒特別問，最重
要是喜歡她，而她就最喜歡老公的胸毛，因為好難得不刺
手又soft，可惜老公為了做運動而經常剃掉，她解釋道： 「
他參加鐵人賽，胸毛會阻礙速度，所以要剃掉，惟有等他
不做運動時再留。」

Niki不用嘉穎助宣傳
Niki近期忙於宣傳新劇，幸好播出後收視甚佳。而今個月尾

她便要開始灌錄國語碟打進內地巿場，並以情歌作主打。她笑言
屆時可能會找老外姐夫擔任MV男主角，因他好有表演慾，又謂姐
夫雖不懂中文也有收看她主演的劇集。但其舊愛鄭嘉穎在內地爆
紅，可會找他幫忙？她即道： 「我公司也有好多人在內地有市場
，例如任賢齊，而且又不是跟他（鄭嘉穎）合唱，找他拍會好
怪。」

另外，久未露面的雪兒，原來已婚三年並定居於新加坡，平日
就做 「跟得夫人」陪老公四處去公幹，問她可有興趣復出幕前？她
直言若有好玩和有趣的劇本找她都可以考慮，可惜現在還沒人找她
。至於何穗就直言沒興趣加入娛樂圈，因覺得自己不適合拍戲，並
透露今年將去巴黎和米蘭等地行騷。

萬綺雯自爆茹素九年保童顏

周汶錡最愛
丈夫胸毛好Soft

孫佳君前晚聯同
陳 靜 （DaDa） 、 小
肥、關楚耀、衛詩雅
等出席主演的新戲《重口味》假尖沙咀舉行的煞
科宴。陳靜早前被雜誌拍得於電影《飛虎出征》
煞科宴後，返回寓所樓下要女助手扶，看似喝醉
。DaDa聞言極力否認，她笑笑口說： 「我外公話
女仔要識飲酒保護自己。」她揚言在外公培訓下
，自己的酒量好，可算飲得。

前晚多位藝人現身煞科宴，《重》片共分三
個單元，陳靜、陳偉霆於戲中飾演一對。她踢爆
對方於戲中要跳脫衣舞，直指對方可謂犧牲不小
。DaDa表示： 「當時自己不用埋位，不過亦乘機
順道看看！」她指當時原本眼，但見到拍檔身
形很fit。此外，早前她被拍得完成《飛虎出征》
煞科宴在歸家路上喝醉要助手扶，DaDa對此死撐
沒喝醉。她解釋由於當日是《低俗喜劇》班底，
因此大家也相熟飲得較開懷而已。她強調是自己
扶人，亦有灌阿澤喝酒。DaDa又表示，自己一向
酒量佳，外公居功不小。她笑道： 「外公教我女
仔要識飲酒保護自己。」談及可曾醉酒被抽水，
她強調沒有，自己飲酒亦盡量控制能夠回家。她
說： 「我在公眾場合不會讓人知道自己醉。」
DaDa又稱今日將到日本出席大阪電影節，導演彭
浩翔、杜汶澤因要拍戲缺席，自己亦希望此行可
以順道看櫻花。

孫佳君未習慣通宵拍戲
久未拍戲的孫佳君表示，自己於戲中其中一

個單元演出，特別扮演按摩
女郎為小肥按摩。談及久未拍
戲，復出影圈可習慣，她揚言
最不習慣是要連續幾天通宵拍
戲。她笑言： 「自己開心能夠
再拍戲，相比以前是拍菲林
，現時是數碼化，但我也
不覺辛苦。」提到早前可
有欣賞周星馳新戲《西遊
．降魔篇》，佳君指暫未
有時間看，但也得知很多人大讚。問
及可覺該片吸引，孫佳君強調只是暫
未來得及看。對於復出後可怕被指樣子和以前有
別，她說： 「我隨時間成長有點不同都算正常，
因此不擔心被誤會。」

衛詩雅大爆在戲中關楚耀在自己面前做出自
慰表情，自己成為他的性幻想對象。她尷尬地說
： 「大家要互相對望，我們兩個也感尷尬要借視
線。」提到可是瘋狂NG？她稱只是第一次演要
NG，之後一take也能夠順利完成。問及可有性感
演出，衛詩雅說： 「我在戲中只是扮演眾男演員
的女神，不過也有場戲要煮飯予一班性工作者，
她們要上身半裸露兩點。」衛詩雅不諱言看到亦
覺不好意思，但那些女演員身材好，表現亦算專
業。

章子怡、吳君如、世界小姐張梓琳以及韓國男子組合Super Junior
成員崔始源等，昨晚到尖沙咀出席一個開幕酒會，有傳《虎藏龍》將開
拍續集，有份演出第一集的章子怡表示未有聽聞，揚言該片有李安已屬好
事，對此事也不評論。

昨晚活動於七時許開始，但未夠六時已有不少粉絲到場，人數接近
五百人，當中更有女歌迷暈倒要由救護車送院。多次來港的崔始源，訪
問前以廣東話向傳媒笑道： 「好耐無見！」 又向歌迷大喊好掛住你們
，離開時他又走向粉絲堆中用自己的手機及攝影記者的相機拍影迷，
得粉絲暈其大浪。前晚深夜到港的始源，在活動後即要趕返韓國準
備Super Junior演唱會，可謂來去匆匆，問到何時再來港開騷？他直
言洽談中未落實。原來他已見過章子怡三、四次，並覺得她很有女
人味。問到可希望身為製片人的子怡寫劇本給他，始源笑問： 「真
的嗎？如果是真的我也想合作。」 談及有粉絲暈倒，他感到愕然
，直言very bad，並謂會為對方祈禱，亦期望有機會在港組織

歌迷聚會。

有李安已屬好事
章子怡在《虎藏龍》的角色已身亡，對於有傳影片

開拍續集，而周潤發角色就由甄子丹飾演，她表示未有
聽聞，因未有人聯絡她。對於楊紫瓊及范冰冰皆會演出
，李安並由導演變成監製，她表示不知道亦沒有注意，
但揚言電影有李安已屬好事，對此事也不會評論。提到
崔始源讚她很有女人味，她表示在北京曾見過對方，但
已很久不見。至於她在微博稱北京空氣差，她謂這是所
有人也知道的事，她也希望改善。問及愛情生活可美滿
？她道： 「希望大家集中在我的工作，自己的愛情生活不
評論。」

君如推遲女兒追星
吳君如昨晚在場見到不少人追星，即慶幸女兒還未識

，更表示會盡量推遲愛女追星的年紀。她說： 「我知有些
紅星也在後台排隊等幾個鐘追星，我希望女兒就算追也是
古天樂、吳彥祖，因為我容易致電給他們，不用太辛苦！
」 她又踢爆老公陳可辛早年出席威尼斯影展也為愛女追星
，特地去餐廳和美國劇集《歌舞青春》男主角Zac拍照，
然後電郵給女兒，令她開心不已。至於君如當年第一個追
的藝人是賈思樂，第二個是張國榮，她更有感而發道： 「
我覺得追星最好不要認識對方，認識後感覺便不同。」 另
外，貌似章子怡的張梓琳將於本月二十二日生日，她透露

會休息慶生，又苦呻沒有追求者，她道： 「大家以為
我有很多追求者，其實沒什麼桃花緣，可能因為我
的身高及世界小姐之名令人有壓力吧！」

獲崔始源讚有女人味獲崔始源讚有女人味章子怡章子怡
拒評拒評《《》》片拍續集傳聞片拍續集傳聞

陳靜陳靜爆爆陳偉霆陳偉霆
犧牲跳脫衣舞犧牲跳脫衣舞

英皇娛樂昨晚假會展舉行春茗晚
宴，筵開八十席，英皇旗下群星出動
，包括一姐容祖兒、Twins、謝霆鋒、
黃秋生、杜汶澤、樊少皇、惠英紅等
，阿嬌（鍾欣桐）韓籍男友K先生也有
到場，正名為Tyler Kwon，但二人並
未如日前在韓國時翹手亮相，K先生昨
晚由吳雨率領現身，帶同一眾韓星包
括金孝淵、李敏英、韓佳人及延政勳
到場。

對於與男友分別到場，阿嬌解釋
因男友要招呼特地由韓國飛來的藝人
，並坦言男友旗下的演員與英皇將有
合作計劃，而阿嬌亦已簽了男友作為
她在韓國及英國的經理人，但目前還
未有外國發展的合作計劃，在旁的阿Sa
（蔡卓妍）笑言可以帶挈她於外國發
展。問阿嬌會否再與男友大方合照？
她道： 「前日在韓國是他臨時決定與
我同行，（今晚你主場？）待會問一
下他吧！」

祖兒指是真是假概不回應
祖兒與Twins份屬好友，所以早已

見過K先生及曾吃過飯，亦聽同事說K
先生對阿嬌非常照顧，並對阿嬌的工
作態度有正面影響，所以很替她高興

， 希 望
二 人 早 日
結婚。

問到何時
輪到她結婚？
祖兒了一聲
，追問男友劉浩龍有否影響她？她笑
道： 「每對情侶都應該互相有好影響
，但我很完美不需要再影響。」祖兒
早前被拍到訪男友家，事後師兄大方
承認有此事，但祖兒卻不想多說，她
道： 「認了便是，我一向的做法是不
論影到真或假都不會回應，覺得不用
每一樣都要解釋，因這是私人生活一
部分。」有指男友不滿報道指他的屋
企只得四百呎，祖兒指這些不用去澄
清計較。她又代男友解釋只是說笑，
並希望大家不用提他們太多，知道她
開心就夠。對於報道指她五月去美國
，她表示報道錯了，她是六月出碟，八
月才到美國學舞，但男友因有工作故
不會同行。惠英紅昨晚以一身中性打
扮亮相，而且中門大開甚有看頭。小紅
之前替王維基的香港電視拍劇，有指
王維基因不滿之前拍落的劇集要重拍
？小紅卻大讚香港電視的製作認真，
效率又高，四日便可拍好一集劇集。

K先生助阿嬌開拓韓英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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