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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蔚與陳自瑤（Yoyo）兩位星級媽咪，昨
日一起出席 「玩具汽車世界」活動，除了分享湊仔
心得，又為BB挑選玩具。對於內地爆發疫症，而
洪天明六月將返內地拍劇，家蔚希望屆時疫情已受
控。

周家蔚透露囝囝洪大仁已兩個月大，並已開始
發聲想講說話，司儀阿Bob即取笑大仁是天才嬰兒
。阿Bob又問家蔚會否讓天明買車？她笑言多生一
個才買。事後問家蔚是否好想再生？她表示沒這麼
快，她與天明有計劃兩年後再生。家蔚與Yoyo分
享湊仔之樂，她們發現BB原來也是異性相吸，因
為家蔚囝囝愛親近她，而Yoyo的囡囡就喜歡被爸
爸王浩信抱抱，不愛理Yoyo。

望疫情受到控制
提到內地爆發疫症，身為媽咪的她們都格外緊

張，家蔚說： 「因為天明喜歡帶BB出街，又想幫
他拿回鄉證，但我覺得BB太小不宜外去旅行。」
Yoyo則很少帶女兒外出，一來怕污糟，二來女兒
仍小，帶她出外也不認識地方。對於天明如常到內
地工作，笑問家蔚天明返港後要否他先行隔離？她笑道： 「我肯他都不肯，或者叫他先
睡梳化，因為我們和BB同房而睡。」由於天明六月要返內地工作，為了多與囝囝相聚
，近期他都推掉工作專心湊仔，家蔚更希望屆時疫情已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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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廷鏗（Alfred）和韓國女模蔡恩真昨日
為模特兒比賽擔任嘉賓評判，穿超短裙的蔡恩
真教參加者行catwalk擺甫士，又示範穿短裙的
防走光之坐姿，另外Alfred就教大家擺出超酷
的樣子，不過似乎搞笑居多。

Alfred謂香港人有不少 「虎藏龍」，大
讚無論男女身形都keep得很美，笑言自愧不如
。至於講到審美標準，他看女生首重眼神，
覺得眼神交流甚重要，不可有閃縮和迴避感覺
。至於觀賞男生方面，他表示神情方面好重要
，而外國男生比較有自信心，而幹娛樂圈是需
要有自信，故應該向外籍男生請教一下。而讀國際學校的Alfred也結識不少外國人，問
到可覺得老外是否較開放，他謂不清楚。至於蔡恩真覺得懂唱歌和跳舞的男生富吸引力
，不過她也喜歡懂下廚的男生，最好懂得整點心，包括叉燒菠蘿包。

陳嘉桓（Rose）、吳國敬
、小雪、范振峰及喬寶寶等，昨
日出席沙士十周年慈善籌款活動
「天使的手臂，關愛無限期」揭

幕儀式，他們更會灌錄由漢洋創
作的歌曲《天使的手臂》，並推
出CD與DVD作籌款之用。十年
前沙士爆發時，Rose還是個小
學生，最初對於停課還以為可以
放假，所以很開心，但後來看到
街上人人都戴口罩，又見到電
視報道不少人因病去世，她才知
道其嚴重性；不過事件發生後，
卻令香港人更加注重衛生。對於
內地最近爆發H7N9，Rose表示
無論到外地或內地都會小心飲食
，有時擔心水土不服更會帶備罐
頭。問她會否因而推掉內地的工
作？她謂暫時未有內地工作，但
下星期會到韓國工作。

小雪望帶子女行善
已經十年未有現身公開活動

的小雪，被問是否有意復出？她
解釋因女兒已差不多九歲，兒子
亦剛上學，所以自己有時間便出
來，希望可以多做慈善活動給小
朋友看，以身作則；而老公跟家
人都很支持，女兒更說很想在電
視裡見到她。她又很希望能帶同
子女出席慈善活動，那可會讓子
女在幕前發展？她謂若他們有興
趣，自己會盡力做好榜樣給他們
看。提到張國榮逝世十年，小雪
指十年前她正身在日本，朋友致
電她告知消息，她還以為是愚人
節開玩笑，後來確認後忍不住在
地鐵站裡哭了起來，因她初出道
時曾與他合作，更視他為學習對
象。

吳國敬對於十年前的事仍印象深刻，當年
他本打算舉行演唱會，卻先後遇上沙士與哥哥
離世，他說： 「當時全港氣氛死寂，自己也沒
有心機，但後來覺得身為香港人應該要面對困
難，所以後來演唱會照開，而且兩場都爆滿。
」今年是Beyond組成三十周年兼黃家駒離世
二十周年，不過有報道指Beyond三子將不會
舉行任何紀念活動，阿敬指他們可能要忙湊仔
，又謂那些報道都未經證實的猜測，認為有炒
作成分。身為Beyond粉絲的他，大讚Beyond
的音樂很精彩，所以也希望他們能再跟一眾樂
迷見面。

家蔚為Ｂ要天明睡梳化

許廷鏗看女生重眼神

梁烈唯、黃德斌前晚現身機場，為無線節目《極地狂奔》各自出發到北極和撒哈拉
沙漠，將挑戰於極地上進行馬拉松，贊助商代表陳貝兒亦會隨行到北極，她希望今次可
引起大家關注全球暖化的影響和測試人類的意志力。德斌將於撒哈拉沙漠上挑戰二百四
十公里，他透露接到任務後已積極練跑，雖然在拍攝《火舞黃沙》時曾到沙漠，但今次
需揹起背包跑馬拉松，感覺更加困難，希望可以順利完成。不過相反唯唯就信心十足，
會以八小時內完成四十二公里跑程為目標，他稱初時跑五公里便覺辛苦，經過堅持練習
現在最佳時間為五十分鐘完成十公里。問到到當地是否每日一電向女友報平安？唯唯頓
時無奈地說： 「我真的好大懵，掛住買補充食物不記得買衛星電話卡，惟有到時在酒店
搵WiFi同屋企人報平安。」工作人員聞
言便提醒公司有提供，唯唯頓時大讚公司
真好。

見北極熊扮死
另外，陳貝兒透露贊助商將贊助過千

萬保險，事前已傾好條款，保險公司亦能
配合，問到可會為自己再投保？唯唯搶說
： 「現在我對身體、體能都有信心，可以
應付得到，同埋話明意外買保險都無用啦
，我遇到北極熊就扮死，我作為演員應該
無問題。」他並稱將會留在當地十天。

唯唯有信心 北極挑戰體能

梁詠琪（Gigi）昨午率領周麗淇（Niki）、鄭希
怡（Yumiko）等到屯門市廣場出席美容品牌活動。
Gigi已經連續十四年擔任該品牌代言人，昨日所見她
的雙臂、臀部明顯發脹，她強調現時最大計劃是努力
造人，寄望能夠在馬年生B。

昨日三位美女於現場獲安排即場製作小食、飲品
及調味品，大會又找來一名打扮成天使的小妹妹試食
眾人的製成品。小妹妹亦醒目地應要求錫錫Gigi，令
她笑得開懷。Gigi昨日所見發福了不少，她死撐只是
服裝效果及食多了東西，剛過去的復活節期間赴台灣
拍攝廣告順道探朋友，老公亦有隨行。她說： 「今次
在台灣有朋友的小孩生日，順道探望他們之餘也到訪
動物園遊玩。」提及可是已準備好生BB，因此推掉
不少工作，Gigi解釋不是刻意推掉工作，全因若接下
那些工作便需要長時間離港，自己亦感到不捨得。
Gigi說： 「我希望多點時間與老公、家人見面。」問
到可有喜訊，Gigi揚言生蛇B機會微，反觀目標是能
夠在馬年生馬B。她笑道： 「我因屬龍，到時便可以
『龍馬精神』。」Gigi又稱正享受二人世界不急於生

B，她指結婚至今只得一年多，仍在享受自由自在的
生活。她坦言： 「他日有了小朋友便是另一個世
界。」

另一方面，對於有報道指她在台灣睇樓，Gigi坦
白承認有睇樓，自己於十多年前

已有在台灣置業的想法，全
因在當地有不少好友。

Gigi並說： 「我每次到
當地皆住酒店感覺不
夠warm，但看了多年
也找不到合適的地方
！」對於有指丈夫打
算 開 西 班 牙 餐 廳 ，
Gigi強調丈夫有不少

構想，除西班牙餐廳，
學校、旅行社也是選擇

之列，也有意推動華人、西班牙人交流，她
說： 「老公可能安排當地人來港學中文，
但現在生B才是最大計劃，現在也有進
補調理身體。」

鄭希怡認常跟未婚夫吵架
將於今秋出嫁的鄭希怡，昨日特別

戴上近四卡求婚鑽戒現身，一臉幸福模
樣。談到被拍得與未婚夫吵架黑面，
Yumiko強調現時已將所有婚事交託婚禮策劃
師，整個人亦放鬆了不少。Yumiko透露，自己當
日與未婚夫不是吵架，只因太累笑容欠奉而已。然而
，她也直認與未婚夫經常因瑣碎事吵架，又稱未婚夫
現在未結婚當然願意讓步，但結婚後就未知如何。
Yumiko並強調，二人未因此事影響感情，反觀感情
有增無減，全因對雙方更加了解。此外，Yumiko稱
除了在港拍結婚照，亦會到外地有陽光與海灘的
地方，並要另一半操好身體。對於未婚夫是
否要操得六腹肌，Yumiko回應： 「發夢
！沒可能！他的成熟年紀若果有六腹
肌我會驚，感覺他可能有問題。」

Niki望演變態殺人
主演劇集將播大結局的Niki自言

剛跟獲選為旅發局主席的老闆林建岳
到台灣宣傳，談及可知不少網民指《女
警愛作戰》劇情老土，Niki回應： 「該劇
只是反映香港曾經發生的真實事件，有些
話題亦較為敏感，但我不覺老土。」她重申，
劇情絕對沒有任何影射成分，又稱若然編劇敢寫自己
亦夠勇氣演出。問及演強姦戲又可有勇氣，Niki戲言
： 「如果警察給人強姦就好荒誕，不過亦要看劇情需
要。」Niki表示，自己現時希望飾演一些不正常的角
色，如變態殺手等，亦已要求公司（TVB）作出安排
。

發脹梁詠琪計劃
明年生馬B

昨日是導演劉偉強的五十三歲正日生日，晚上他於西貢匡湖居
會所與親朋好友一同慶祝，到來賀壽的圈中好友包括張家輝、馮德
倫、甄子丹、王晶、張達明、萬綺雯與老公陳十三、郭子健、金像攝
影師黃岳泰等，由於大家都知他是好酒之人，故紛紛送上美酒道賀。

昨晚採自助餐形式宴客，劉導一家包括劉太與劉導的二、三兒
子與幼女均有到場，但長子因在外國讀書故未有返港。問及生日願
望，壽星公希望所有朋友身體健康，因大家的年紀都差不多，故要
保重身體，注重健康，他自己亦然。他又揚言永不言退，要拍戲拍
到七十歲，他道： 「我也想找到接班人，但只是想找到拍檔拍多些
好戲，不代表自己會退休。」提到今屆金像獎他未獲提名，他表示
獎項控制不了，只希望拍多些好戲，亦希望承記者貴言，像李安代
表台灣般在奧斯卡獲獎，為香港爭光。問到妻兒送什麼禮物給他？
他坦言仍未收到，笑言在家中已看到他們在神秘準備，但自己裝作
看不到，問到可有嘉賓唱歌助興，他指每次慶生都很安靜，因只想
跟一班朋友見面，生日只是藉口而已。他又謂自己的生日（兒童節
）太易記，故他沒有特別邀請，但很多朋友都不請自來。劉太就透
露前晚一踏入兒童節，子女們均上床親劉導並祝他生日快樂，非常
甜蜜。

張家輝指接班人要靠政府
張家輝帶同美酒來道賀，他笑道： 「以為人少少，怎知像首映

一樣！」對於劉導看好他能奪金像獎影帝，他指上次獲提名時劉導
也說了同一番說話，但最後他還是失落，所以還是希望劉導放在心
中就好，說出來就不靈。對於劉導想找接班人，家輝直言香港行內
面對一個問題，就是沒有人接班，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大家要
有一致思想，也希望政府能協助。萬綺雯（蚊蚊）夫婦帶同玻璃造
的派對用品到場，問蚊蚊會否趁機與劉導談合作？她謙虛地道： 「
沒有，導演拍的都是大製作，全都是國際巨星。」陳十三指劉導會
於派對中 「自high」，而且很少會醉，所以大家都玩得很放心。

馮德倫笑喻代表舒淇到場
隻身到賀的馮德倫祝劉導年年有今日，數天前已送上美酒作禮

物。由於他當晚要駕車，故不會多喝也不會灌導演喝。問及緋聞女友舒淇時，
他指不知她會否前來，那他是否代表舒淇出席？他則笑而不答。與一對子女同
來的張達明精神不俗，透露兒子為劉導買了禮物，又指自己身體現在OK，但
未有回答何時復工。甄子丹也送上美酒作禮物，並祝劉導越來越靚仔，勇奪更
多最佳導演獎。提到劉導希望能奪奧斯卡，子丹道： 「他已經是國際大導演，
我就沒有這麼的大志去奧斯卡奪獎。」學友到場時獲劉導親自迎接，同樣是送
酒的學友說： 「導演都是酒色財氣，其他不能送只好送酒。」學友又謂自己已
很久沒醉酒，亦沒有灌別人，多數是被人灌。帶同健康飲品到場的余文樂，對
於日前他被拍得與女友吳雨霏 「撐腳」，問他有否不開心？他道： 「只希望
大家禮貌，拍沒問題，但怕有危險，如果突然衝出來我又來不及剎車撞到就大
件事。」提到他們從未承認戀情，樂仔表示私生活希望能低調處理，又透露最
近有被騷擾，當晚原本訂了票看戲，最後也被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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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文樂表示不介意被偷拍，但怕發生意外

▲學友（左）到賀，劉導親自迎接

◀Yumiko（左起）、Gigi和Niki齊出席品牌活動

◀◀大會安排小女孩跟大會安排小女孩跟GigiGigi親嘴親嘴

▲Yumiko▲Yumiko承承
認經常跟未認經常跟未
婚夫吵架婚夫吵架，，
但感情越來但感情越來
越好越好

▲ Niki▲ Niki 表 示表 示
已告知已告知TVBTVB
，，希望演變希望演變
態殺手角色態殺手角色

▲吳國敬（左起）、陳嘉桓和小雪等齊出
席活動

▲許廷鏗（左）和蔡恩真齊出席活動

▲黃德斌（左）和唯唯（右）兵分兩路
挑戰沙漠和北極，贊助商代表陳貝兒亦
有同行

▲周家蔚（左）和陳自瑤齊出席
玩具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