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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翠如活躍於社交平台，心情愉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唐詩詠、陳山聰、姚子羚及伍允龍等，昨日到
電視城出席無綫劇集《鐵拳英雄》宣傳活動，主角之一的陳展鵬則因身體不適
缺席。為迎接農曆新年，活動上陳山聰要托起姚子羚凌空寫揮春，而唐詩詠就
被伍允龍從後輕扶纖腰單腳寫揮春，不過最爆還是張國強拗腰寫揮春，可謂寶
刀未老。有網民指詩詠雙眼做過微調，詩詠強調自己崇尚自然，接受真實的自
己，而對於好友黃翠如傳出懷孕，她亦代為否認。

代黃翠如澄清懷孕傳聞

唐詩詠崇尚自然

否認微調雙眼
3 年前拍
唐詩詠被問到有網民指她
劇時的雙眼跟現時很不一樣，現

空寫大字。
山聰抱住，凌
◆姚子羚被陳

▲唐詩詠笑言要替黃翠
如計方位助催孕。

◆張國強拗腰寫揮春，寶刀未老。

時雙眼較大而且眼線較長
時雙眼較大而且眼線較長，質疑其雙
眼做過微調
眼做過微調，更指3年前她的眼神比較
靈活
靈活，現時卻變得有點空洞。對此詩
詠否認說
詠否認說：「多謝，有留意好過冇留
意
意，自己唔介意人哋去微調，總之靚
就得
就得。」當問到她有冇微調？詩詠沒
有正面回答
有正面回答，只說：「人生每個年紀
都會有變化
都會有變化，自己有啲紋都冇去打
針
針，最緊要自然，要接受真實嘅自
己，（你崇尚自然？）係，如果（個
樣）一硬咗就做唔到戲。」
提到其閨蜜黃翠如之前北上陪老
公蕭正楠，近日回港時穿鬆身裙腰
肢顯得有點粗，因而被傳有喜？詩
詠說：「佢條腰幼過我，佢件衫顯
得粗腰啫，之前諗住谷肥佢，點知

變咗增肥自己。當然冇（身孕）
啦，有佢會同大家講，大家喺呢件
事上畀太多壓力佢，每對夫妻都有
佢哋嘅想法。」說到翠如之前北上
一段時間陪老公蕭正楠都未能造人
成功？詩詠笑說：「方位唔啱啫，
可能北上個方位唔啱佢，下次揀南
或西方，下次等我同佢計計方位
先。」她又透露近日正努力學煮
餸，因新年都未能外出食飯，打算
新年親自下廚煮給家人吃，但都會
叫外賣，因知道飲食業受疫情影響
好大，她說：「試過下午時間餐廳
都向我推銷龍蝦，呢個時候要互相
幫忙。」

廣東話發音似粗口
林明禎：最難講梅菜扣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馬來西亞女神」林明禎有份主演的
《飯戲攻心》，將於今個賀歲檔上
映，日前明禎接受訪問，提到因受新
冠疫情影響，去年農曆新年也無法返
大馬與家人過年，一個人留在台灣過
年時，因太思鄉而爆喊。
近日在港忙於宣傳影片的明禎，在
戲中飾演從台灣來港發展的網紅阿
喵，角色跟現實中的她相似，其個人
社交平台亦擁有百萬粉絲。明禎亦覺
得戲中的角色跟現實近似：「我角色
是擁有 YouTube 頻道，每個星期會挑
戰唱廣東歌，又會教粉絲做瑜伽，是
一個好努力的網紅。」

明禎不諱言今次拍戲要講很多廣東
話對白，對她來說是很有難度，她笑
說：「因為有時發音有點似粗口，但
如果用普通話就表達不到那個意思，
最難是講梅菜扣肉，拍攝時要死記，
而拍完影片後，自己的廣東話都有改
善，（可有被其他演員整蠱？）大家
都是成熟的人，不會做這種事。」問
到留港期間可有結識男朋友，明禎稱
沒有時間，因拍完戲還有其他廣告工
作。
受疫情影響，明禎離開老家馬來西
亞已逾一年，她無奈地說：「我由
2020 年 9 月離開大馬後，輾轉到香
港、台灣工作至今，其間只能靠視像

陳美齡專心備戰東京個唱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阿
祖）陳美齡去
年回港舉行過
兩場入行 50 周
年紀念演唱
會，完成後已
返回日本，籌
備日內在東京
舉行的 50 周年
紀念演唱會。
近日陳美齡
除了積極排練
以外，還收到
日本皇冠唱片
公司為紀念她
在日 50 周年，
◆陳美齡要用最佳狀態與粉
將發行三張CD
絲見面！
的專輯，她
說：「有一本 14 頁的照片及歌詞小冊子，CD
的設計又美不勝收，已經半世紀了，大家還是
對我那麼好！」
這幾天東京天氣很好，陳美齡日前便一邊
散步一邊練歌，一共行了 7,000 多步，感覺精
神百倍，之後她又到電視台錄歌唱節目，唱了
兩首歌。此外，她已試穿演唱會的衣服，她表
示雖然減磅不大成功，但仍可以穿得上，相信
也沒有大問題。今天她會開始全心全力專心準
備演唱會，她說：「現在不作他想，一心為演
唱會做準備。保持身心健康，用最佳狀態與觀
眾見面！最希望的是能安全舉行，大家開開心
心、安安穩穩地享受演唱會。又擔心！又期
待！又興奮！」

陳山聰於劇中飾演警察，提到有粉

絲在網上指劇集製作馬虎，將泰文警
察說成馬拉文，山聰說：「我真係唔
知，初頭係泰文，後來就變咗用馬拉
文，又唔可以話『求祈』，相信有佢
哋嘅原因，演員都係跟劇本去做。」
而子羚在劇中慘遭打毒針兼被強暴的
戲份，網民也戥她慘，子羚說：「身邊
朋友同網民都睇到好肉緊，都心痛我，
唔想我被人強暴，甚至有人話如果陳山
聰唔救我，就會棄劇，甚至打爆山聰，
呢場戲亦衍生出我同山聰嘅感情，（可
會驚了拍被強暴戲？）係都驚拍打戲
先，（網民讚你遭打毒針被扯開衫的戲
份七情上面，可擔心再被惡搞？）唔
怕，多元創作都好。」山聰就笑指當晚
坐在旁邊睇住子羚拍這場戲，問到他在
劇中的角色是忠是奸？他卻賣關子，表
示睇多幾集便會知道。

汪明荃羅家英西貢買年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因應新型
冠狀病毒疫情嚴重，政府已公布取消今
年年宵花市，市民只能改往花墟及其他
農圃選購年花。汪明荃（阿姐）和老公羅家
英向來也很傳統，新年會擺年花和寫揮春作
家居布置，增添過節氣氛。
前日兩公婆便拍拖往西貢一間農圃，選購喜
愛的年花，精心挑選了桃花、劍蘭、大吉、水
仙和比利時杜鵑，兩公婆還於花前合照。不過
阿姐也替花農擔心銷情，並留言：「今年就唔
去花墟了，希望啲花農可以想到辦法快啲去散 ◆阿姐與家英哥皆喜歡
貨啦，這個疫症真係……唉！」
買年花過春節。

網

韓團 WINNER THE BOYZ 成員染疫

◆林明禎離開家人逾年，曾思鄉爆喊。

吳君如用計打動
梁詠琪願演母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吳君如、梁詠琪（Gigi）正
為合作的賀歲片《闔家辣》展開
宣傳，兩人接受主播王凌燕訪問
時，暢談拍攝點滴。
片中兼任監製的君如指：「這
故事是真人真事，很貼香港民
情，全世界都面對在家工作，以
及一家的困獸鬥。」問到為何找
Gigi 演出，她謂：「我本身是她
的粉絲，她拍了很多誇張的喜
劇，現在做了母親，戲中角色也
是個母親，而她還是很有自然
美。」
Gigi 指 君 如
約她出來時沒
說原因：「通
常是劇本給演
員，演員看角
色是否可以。
出來時君如說
今次你要演母
親，兒子二十
多歲了。因為
君如本身是演
員，所以知道
這事向我提出

子羚劇中遭強暴 網民肉緊

娛

跟家人見面，去年的農曆新
年由於大馬疫情爆發難以回
去，第一次在台灣過農曆新
年。」大時大節一個人在外
面，觸發明禎的思鄉病，她
更忍不住爆喊：「當時所有台
灣朋友都已回家過節，自己只
能獨自度過，為了增加過年氣
氛，都有在家中門口貼上揮
春，但因太想家以致即時爆喊，
並打電話給家人訴苦，又預備
了一人鍋，與家人隔空一齊食
火鍋。」明禎又稱從沒想過跟
家人見面會如此困難，現時會
更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時光。

服裝：CAR2IE 髮型：Matt 化妝：Pinky

◆《鐵拳英雄》氣
勢如虹，提前賀新
春。

是一個關口，我很感謝她很尊重
演員這方面的想法。」
君如笑言：「我約你出來是讓
你走不了，有一疊劇本放在你面
前，劇本都是影印的，很原汁原
味，我用眼睛打動 Gigi，着她別
帶經理人出來，通常經理人會在
旁邊發表意見，你自己一個人看
好了。」
Gigi 續說：「所以為什麼我這
麼快回覆，因為大家都覺得賀歲
片是要開心，我這個關口是小
事，所以我當晚就決定接拍。」
君如表示：
「4 點散會她
10 點 已 經 回
覆我，哪有
人看劇本這
麼快，給我
這些大明星
要 看 一 個
月。」
◆君如與 Gigi（右）盼為
港人送上歡
樂。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韓國疫情持續升溫，演藝圈確診案例不
斷，男子團體WINNER、THE BOYZ昨天接連傳出成員確診消息。
WINNER 所屬公司 YG 娛樂昨天證實，WINNER 成員李昇勳確診，其
餘成員採檢結果則為陰性。另外，IST 娛樂旗下團體 THE BOYZ 稍早也
透過官方網站宣布成員 Eric 確診消
息，公司表示，Eric 最近剛接種第 3
劑疫苗。截稿前，其餘成員仍在等待
檢查結果出爐。
值得注意的是，THE BOYZ 前日
（23日）曾出席首爾歌謠大獎頒獎典
禮，可能與當天參與的許多團體及工
作人員有密切接觸，IST 娛樂表示已
◆WINNER日前才一起慶祝生日。 將相關消息通知主辦單位。

林作讚女友加料甜品好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林作、裕美情侶檔為香港開電視節目
《世界零食開倉戰》擔任嘉賓，其間兩人不時打情罵俏，林作自言吃得糖
多，所以口甜舌滑，討好好多女仔，裕美就認為天下間糖果類型多不勝
數，總會選到適合口味，不過糖果可以食好多種，但男友只可以揀一個。
二人除了試食勁辣及勁酸糖果外，裕美亦親自上陣炮製「愛之雪花
酥」餵愛郎林作，為了
令林作有「難忘」感
覺，裕美在炮製過程中
放入山葵（wasabi），不
過林作似乎非常受落，
冧爆表示食到愛的味
道，很不錯，可是當其
他主持人試食裕美炮製
的雪花酥時，眾人表情
◆裕美餵林作吃雪花酥。
扭曲，狀甚惹笑。

曾比特拍賀歲短片玩味十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曾比特（Mike）與周子涵合作為一間銀行
拍攝短片，二人在劇中打破年齡限制飾演「爺
孫」，更不停穿越時空玩味十足，他們更齊齊以
爆炸頭造型出現。首次拍劇的 Mike 笑言：「如
果現實中我屋企人都可以陪我癲，一齊用呢個髮
型影張全家福就正啦！ 」Mike 在片中有食麵場
面，他表示：「其實我煮嘢食唔叻，做音樂比較
叻！今次拍攝短劇真係好好玩，夾得好開心，希
望過年期間播出，可以帶到歡樂畀人，同我首新
◆Mike坦言不擅長煮食。 歌一樣 『新年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