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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胡鴻鈞、
何依婷、羅天宇、米雪、石修、姚嘉妮、海
俊傑、蔚雨芯、伍富橋、康華及李龍基等，
昨日到流浮山出席台慶劇《十月初五的月
光》「蠔門宴」宣傳活動，吸引了附近不少
居民圍觀。胡鴻鈞昨日接受訪問時解釋沒有
跟許廷鏗不和，前日在後台更有跟對方打招
呼。被問到今年是否想拿最佳男主角殊榮？
他搞笑反問可否拿最佳女主角？

●《十月初五的月光
十月初五的月光》
》昨日在流浮山舉行記者會
昨日在流浮山舉行記者會。
。

●活動完結前
活動完結前，
，一眾演員向現場
一眾演員向現場f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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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劇集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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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爆後台與許廷鏗打招呼 否認失和

胡鴻鈞搞笑
想挑戰最佳女主角
●胡鴻鈞抱平常
心看新劇收視。

活動上一眾演員分組玩遊戲，天宇開蠔時被米雪
問到是否經常約女仔食生蠔，所以開得似模似

●何
依婷
和羅
天宇
否認
拍拖
。

樣，天宇即表示也是第一次開生蠔，之後兩組煮蜜汁
金蠔，經石修及米雪試食後，打和收場， 活動完結
前一眾演員又向現場fans派發劇集海報。
胡鴻鈞與許廷鏗自傳出不和後， 前日在商台叱咤
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記者會上首次碰面，但二人影完
大合照後便趕住走，沒有合照及接受訪問。 胡鴻鈞
解釋早走是因為趕住去拍 MV，他拍到昨日 05（清晨
五時）才收工。問到他是否避許廷鏗？他否認說：
「冇嘢要避，成個行程都好緊迫，冇乜時間寒暄，我
哋喺後台有打招呼，（ 你偷望許廷鏗？）我係望遠
處呼喚緊我啲 fans，（合照有冇問題？） 冇問題，點
解有問題？」 他表示二人很久沒見面，這段時間各
有各忙，對方又自立公司，很多事情要準備，自己則
要拍劇、拍電影及準備開演唱會，他笑說：「自己部
手機都俾人轟炸，所有朋友啲飯局都去唔到。」
問到對《十》劇收視會否很大期望？他說：「平常
心，希望大家支持， 唔會失禮當年嘅經典， 相信最
有壓力係監製， 演員做好本分同埋宣傳都冇乜
大壓力。」他去年奪得最受歡迎男歌星，
問到今年是否想得視帝（最佳男主
角）？胡鴻鈞搞笑說：「 攞視
后（最佳女主角）

得唔得？絕對冇諗呢啲，大家鍾意已經係 bonus，
（可怕會被比較？）實會有人比較，希望係良性比
較，將呢部經典再昇華。」近日他帶住師妹炎明熹
（Gigi）合唱新歌 《愛是帶種缺憾的美》，他表示不
要這樣說，跟對方合唱很開心，覺得她是非常聰明、
勤力、又唱得好聽的小朋友：「佢得 16 歲咋，26 歲
仲得了！」

何依婷讚羅天宇友善不花心
羅天宇和何依婷因拍《十》劇而傳出緋聞，昨日是
二人傳出緋聞後首次一齊出席活動，羅天宇表示再見
何依婷並不感到尷尬，但知道對方因緋聞而不開心。
何依婷解釋不開心是因為她很用心去拍好套劇，感覺
有少少被人屈，幸好她
金魚記憶，三秒就
會忘記。談
到羅天

宇向來有「女神收割機」稱號，何依婷就替對方澄
清：「天宇係一個好友善嘅人，絕對唔花心、唔媾
女，唔會口花花撩女仔。」
羅天宇多謝何依婷的稱讚，問到二人合作後可有發
展機會？他表示沒有往這個方向想，現時工作為先，
對於緋聞他都感到無奈，就連身邊朋友都問他是否真
的。他又澄清報道寫二人拖手，其實是無拖，只是借
題發揮。
另外，何依婷對於首次孭飛台慶劇，她感到很幸
運，拍攝時並不知，只專心做好本分，每次她都會在
劇本上花很多功夫。羅天宇也大讚何依婷控制情緒自
如、輕鬆，而且喊功強勁：「佢一㩒掣十秒就可喊得
出，所以要向佢請教。」

●陳山聰出名愛子如命
陳山聰出名愛子如命。
。

陳山聰期待聖誕節陪家人食大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郭富城（城
城）、郭柏妍及何艷娟等前晚出席藝術家馬興文
（Simon Ma）的畫展活動，跟 Simon 認識多年的
城城更送上「龍馬」及「興文」的兩幅字畫給對
方，而二人合作的畫作亦有展出。
城城表示首次參與大型畫展，而他跟 Simon 是十
多年好友，知道對方在香港舉辦大型展覽都戥他開
心。近日愛上書法的城城又說：「自己好勤力練
習， 好多時都有問 Simon 意見，放假嘅時候都會
同佢一齊畫畫，喺佢身上偷師，大家好夾，一齊創
作藝術好好玩。（有興趣畫畫？ ）藝術好多方
面，書法同畫畫都係共通，我自己都好鍾意西洋
畫，用喜歡嘅角度去嘗試，不過我只係 for fun，令
自己可以修心。」問到可會帶同太太方媛及兩位女
兒來欣賞畫展？城城說：「最近小朋友病咗，唔好
啦！人流太多，等佢哋好返先再帶佢哋嚟，Simon
成日都叫我帶囡囡跟佢學畫畫。」

郭柏妍想跟陳豪演情侶

郭柏妍表示本身有畫畫，多是畫人像，但因要拍
劇而少了時間畫畫，都有年多沒執起畫筆了。問到
會否沒有時間跟緋聞男友吳卓衡拍拖？她說：「工
作為先，我哋係好朋友，好同事， 雖然公司搵我
哋做情侶。」早前有份拍攝《白色強人 II》的她表
示 劇 中 與 陳 豪 有 對 手 ●何艷娟約
戲，她笑稱陳豪在戲內 滿 TVB
TVB，
，會
是醫生醫治她，但在戲外是老師，會教她 先 休 息 一
面對鏡頭，從對方身上學到不少東西，亦 下。
希望將來有機會跟對方演情侶。
前港姐何艷娟早前約滿 TVB，她
表示暫時會休息幾個月或半年，現時
會多做慈善工作，亦重拾彈琴及畫畫
的樂趣，她表示6歲已開始學畫畫，
最近都捐過幾幅作品作慈善義
賣。 問到可有收藏名畫？她表
示比較少。問到可會重返TVB
拍劇，她說：「唞吓先！但
暫時想學吓唔同嘅嘢，因為
人生有太多嘢要學，我同
《愛回家．開心速遞》啲演員
有聯絡，大家見面後令我有家
嘅感覺，都有興趣拍劇。」
●郭柏妍表示從陳豪
身上學到好多東西。

●楊洛婷跟女兒玩得好開心
楊洛婷跟女兒玩得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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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嘉豪饞嘴 約衛蘭度聖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衛蘭（Janice）昨日率領師弟師妹
洪 嘉 豪 （Kaho） 、 曾 若 華
（Jude）為商場的聖誕活動進行
揭幕儀式，現場吸引近百 Kaho的
粉絲到來支持，三人在現場打卡
之餘，Kaho和 Jude 更擺出搞笑甫
士，被 Jude 托起大腳的 Kaho 裝
出痛苦表情，逗得大家發笑。
Janice 坦言聖誕節是其最喜愛
節日之一，所以非常期待，已準
備買真的聖誕樹親手布置，以及
炮製美食同家人和朋友一齊度
過，在旁的Kaho即問：「約唔約

我？」他大讚 Janice 廚藝不錯，
Janice笑言：「廚藝還可以，不過
近來習慣吃得清淡，所以會做一
些清淡菜式。」Kaho 則自認廚藝
差 ， 所 以 會 帶 備 菜 料 給 Janice
煮。
Kaho 透露這陣子忙着做歌，也
沒時間約人慶祝聖誕：「明年 1
月推出的新碟，自己會包辦曲、
詞、編和監製，現時 5 首歌完成
近八成，尚欠後期工作，接着便
要幫人做歌，稍後也想嘗試寫歌
給 Janice，寫快歌給她更具挑戰
性。」

●左起：洪嘉豪、Mr. Ochiai Kiyoshi, TAKARA TOMY Managing Director、衛蘭、新鴻基地產（銷售及租賃）代理董事鍾秀蓮、曾若華和
Mr. Sammy Hui，一同主持「東港城．聖誕夢樂園」揭幕儀式。

衛詩雅愛上新興運動競技

郭富城送贈兩幅字畫

撐藝術家馬興文開畫展

●郭富城與馬興文交情甚深
郭富城與馬興文交情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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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陳山
聰和楊洛婷俱是圈中的 24 孝父母，稍
有空檔便會陪小朋友享受家庭樂，早
前他們便各自帶同仔女穿上「父子」
和「母女」裝到商場的聖誕夢幻樂園
暢玩，提早感受聖誕氣氛。
山聰帶同 1 歲多的兒子陳霆軒（Jaco）到商場裏「放電」，Jaco 興奮得
蹦蹦跳，山聰見狀立刻舉起手機，
捕捉囝囝每個開心表情，提到Jaco 終於上 Playgroup，山聰表示
兒子眨眼便長大，所以更珍惜當
下，盡量多抽時間陪囝囝周圍探
索：「今年係我第二年以爸爸身份過
聖誕，希望到時唔使開工，可以同老

婆阿仔一齊出街影相、食大餐，感受
吓節日氣氛。」
另一邊廂，剛於 6 月才誕下幼子
Tristan Hart 的楊洛婷（Rabeea），日
前也攜同 4 歲大女黃子霏（Tanya）到
商場率先試玩。除了在海盜船設計的
大型滑梯玩到不捨得離開外，好動的
Tanya 又挑戰咖啡杯造型的彈床，其
間跳跳紮開心到騎騎笑，Tanya 見到
鏡頭即不停擺甫士做表情，連 Rabeea
都不禁笑囡囡盡得兩公婆的「表演基
因」；首度「一拖三」過聖誕的 Rabeea 稱，很期待貫徹家中傳統，與老
公 Dear Jane 主音黃天翱（Tim）和一
對寶貝仔女影「Christmas全家福」。

●衛詩雅自
爆小時候已
經對創作新
興運動感興
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英皇國際執行董事楊
政龍，藝人衛詩雅、黎峻，以及香港首位職業棒球員趙
嗣淦和東京奧運代表游泳女將譚凱琳，昨日出席全港首
創新興運動競技聯賽的啟動禮。
衛詩雅和黎峻體驗試玩後，都覺得好玩，衛詩雅笑
言：「已經玩上癮，加上這項運動中間會擺一些障礙
物，對我而言甚有優勢，因屋企有很多障礙物，很符合
遊戲要求，方便我練習。」黎峻自言可以跟媽咪和愛犬
一起玩：「我最初以為手長腳長有優勢，豈料反而不停
撞到障礙物，還要考驗反應和智慧。」
衛詩雅自爆小時候已經對創作新興運動感興趣，通常
會在遊戲上創出新規矩，她和黎峻即興以自己姓氏來為新創作的
運動命名，兩人興奮道「衛你而玩」和「黎我度玩」，甚有噱
頭。
楊政龍表示有意辦藝人賽，衛詩雅大表贊成：「一定會參加，
我好喜歡運動，小時候做過救生員，家無得滑水便去行山，偏
好行好斜的路，斜度可以用手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