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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歲花旦姚子羚心態年輕

陳山聰 護 花
大讚 保養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陳展鵬、唐詩
詠、陳山聰、姚子羚和伍允龍等人前日返電視
城宣傳新劇《鐵拳英雄》，劇集首周收視即報
捷，七天跨平台總收視 24.8 點，自 2021 年 1 月
以來第二線劇集首播中排第二位。有網民近日

選出 2021 年人氣花旦及歌手 50 強，41 歲的姚子羚榜
上有名排頭位，被指是「年紀最大花旦」，子羚直認不
諱，強調最重要是心態年輕。好友陳山聰則大讚子羚保
養得好。

前日宣傳活動中，眾演員分組玩
在弄爆氣球遊戲，展鵬把氣球夾在

大腿之間，詩詠竟兇狠地用高跟鞋踩爆
波，隨時誤中副車，嚇得展鵬嘩聲四
起。而陳山聰對劇集有好成績感到開
心，始終劇集已是兩年前拍攝，可能題
材是少見的民初打鬥片，所以吸引到
觀眾追看，他本身也喜歡這種題材，
拍攝期間種種辛苦過程都覺得值得。
弱質纖纖的姚子羚在劇中身手不俗，她坦言
也下了不少苦功：「今次演得好驚，因為真的
要耍功夫，不同以往的時裝動作片，而且最難是
每日拍攝前才學招式，擔心自己不夠大隻、沒有
台型。」對於觀眾很喜歡她與山聰再演情侶，子
羚笑道：「連我朋友都話我們很有化學作用，甚
至有網友叫我考慮山聰，大家都不記得他已經結了

婚。」山聰就笑道：「好多人都覺得我們幾襯，以為我
們有嘢，留些幻想空間給大家吧。」
提到子羚近日被網民選為TVB花旦中年紀最大的一
個，但保養得宜不像真實年齡的她直言：「多謝媽咪
遺傳，我都知自己是年紀最大的一個，但最重要是心
態上，現在時代不同，不可以只規限在年齡上。」山聰
也替好友講好話：「子羚保養得好好，演員要有些
歷練才呈現到角色，當然要我們演《青春本我》
是沒有說服力，但每個層面都應該有不同特質
的演員。」

展鵬努力
「造人」
報答老婆
陳展鵬日前生日獲太太單文柔親做生日蛋
糕祝壽，他說：「好開心，加上女兒開始長
大，她有唱生日歌給我聽，而且滿足到她喜
歡吹蠟燭。」展鵬形容太太做的「箭豬」蛋糕
相當花心思，笑稱是「萬箭穿心」，因為有太

已有拖拍，收埋男友在家中？）最近收埋自
己喺屋企讀書，覺得要自己叻，先可以搵到
個叻人。」敏之就笑指男人唔鍾意太叻的女
仔。
應屆港姐季軍邵初早前於節目中，因誤
解了遊戲規則而犯規，事後更自責爆喊，邵
初說：「我唔知道唔可以咁樣揀貨，呢個係
我選港姐後第一個騷，雖然作為新人，都希
望盡力做好啲，擔心自己做錯令大家要重
拍，麻煩到大家，好在個個都好體諒，最終
都冇事。」對於自己在節目中的表現，邵初
表示朋友指她做綜藝好搞笑，但她自覺仍有
進步空間：「口才還可以，但未夠好，畀自
己80分。（想向綜藝方面發展？）劇集我
就未試過，有機會都想試吓！」

丁子朗替「下體現形」解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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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盈盈表示近日亦有進軍
NFT市場。

觀眾互動，並送出劇集造型YES！Card。
有網民留言指丁丁倒吊戲劇照疑下體現形，
丁丁聞言忍俊不禁謂：「我想講凸出嚟嘅，
其實係安全繩，因為倒吊有危險，所以要有
安全繩。」二人又指在戴祖儀督促下，苦練
了很久八十年代港式英語，希望更像真還原
觀眾回憶中的八十年代。
《青》劇首播後，網上旋即掀起一股懷
舊風，網民均感嘆「回憶返晒嚟」。

◆ 鍾嘉欣感謝粉絲熱情的支持
鍾嘉欣感謝粉絲熱情的支持。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鍾嘉欣前日出席商場活動，昨日
便偕三歲兒子返回加拿大，趕及一家四口齊齊整整過年，
但疫情之下也沒太多過節氣氛。
嘉欣表示原定是上周回溫哥華，卻因為疫情以致飛
機航班取消，但仍感恩昨日落實可以登機，她也有做
足防疫措施及本分：「也有好好的心理質素，要有健
康的身體和思想，多多休息注意身體！」
提到她落敗「視后」仍沒感失落，心理質素的確
很好，她答謂：「多謝，人生總有不同的高高低
低，所以要珍惜機會，將機會昇華是好事，像
我以前演過的角色常在心般說『笑口常開，好
彩自然來』！」嘉欣表示回港工作都全部完成
到，臨離開前又可以出席活動見大家，真的好
彩又幸福。不過回到溫哥華仍要接受居家隔
離14日，因當地每日仍有數千宗新增染疫個
案，所以她也處於「危險區」：「回去都不
會外出，希望捱過這時期，聽說這類疫症3年就
會停！」
嘉欣又表示由於5歲女兒沒跟她回港，故此甚惦
念她，知她將回去即好興奮，說要給她一萬個飛
吻和擁抱，還說要跟她一起睡覺。問準備了什麼
禮物給女兒？嘉欣笑指也不用去準備，因很多阿
姨和叔叔都買了禮物，令她的行李幾乎超重。
而嘉欣此行回加國後未知歸期，不過嘉欣指
其實老公大部分家人都在香港，所以疫情過後
亦有打算回港。

◆ 丁丁笑稱只是一場誤會。

T-ara前成員素妍11月嫁球員

念頭，只是要等到球季結束後，再舉行婚禮。
素妍也在社交媒體發文感謝粉絲。對於另一半，
她這麼形容：「不論我是藝人素妍，還是作為普通
人朴素妍時，每當我疲憊的時候一直支持我，為我
加油。對我親愛的父母也是真心且努力，我決定要
和他約定一起度過今後的人生。」
朴素妍 2009 年以 T-ara 主唱身份出道，2017 年約
滿離開團體後，致力於個人活動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思穎）林穎彤（Bella）已連續第四
年擔任財務機構的代言人，爆炸頭家庭主
婦造型深入民心。
「新一輯廣告延續爆炸頭之餘，我仲要扮日本學
生妹、韓國大媽、Michael Jackson、李小龍，感覺好好
◆ 朴素妍
◆ 趙佑民
玩。」Bella續言：「講到扮李小龍，要着住佢套黃色戰衣
真的不敢多吃一點，之後仲要耍雙截棍，我本身玩都未玩過，
好多次條棍揈中我身體『啪』一聲，現場班工作人員就好擔心，
◆ 水晶花蛋糕
諾要攜手走到終點：「我是一個演員，一
驚我會受傷。」
直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演繹她人的人生，
即將踏入虎年，Bella新一年的工作計劃已開始籌備中，她謂：「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翁虹和老
是你讓我理解了妻子和母親這兩個獨一
播完《十月初五的月光》，入面戲份比較重，自己都好用心去拍，嚟緊
公劉冠廷於2007年結婚，婚後兩人誕下一
無二的角色，我們彼此堅守一份承諾和
除咗會繼續
女，一家人生活幸福，轉瞬間他們已經結
責任！ 希望未來我們還有好多個15年
做 綜 藝 節
婚15周年，翁虹特地花心思設計一個水晶
一直努力地走下去，感恩相遇相知，
目，近排開始
花蛋糕來賀「水晶婚」之喜。
相愛相惜，相伴一生，讓我們一起美
籌備錄新歌，
◆ 翁虹感謝老公讓她成為一個更好更優秀
翁虹感謝老公為她帶來的幸福，一起承
美地變。」
新歌會加入自己
的自己！
嘅想法，參與度
物的錢去行善以圓她的生日願望。
比以前多，想透
她在生日當天，貼出自己滿臉笑容的運動照，留
過音樂，畀大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李玟（CoCo）日前
言：「今天是我的生日，沒錯，這是一個特殊的生
了解我多啲內心世
（17日）迎來47歲生日，今年在沒有老公Bruce和家
日，跟以往任何一個都不太一樣，因為與以往的熱熱
界，所以虎年最大
人陪伴下要隔離一人度過，給她一個特殊又難忘的生
鬧鬧度過相比，今天我正在隔離當中一人度過。 可
心願，希望會有好
◆ 林穎彤為扮演李小
日，CoCo沒有因受疫情改變常態而自怨自艾，反而
是，我一點都不覺得孤獨，這樣的特殊時期，給了我
嘅音樂作品帶畀
龍吃了不少苦頭。
龍吃了不少苦頭
。
很感激無私奉獻的醫護人員，又感謝歌迷們把送她禮
非常安靜的思考空間。感悟人生，感恩生命。」
大家。」
◆ CoCo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現年 34 歲的韓國女
團T-ara前成員朴素妍宣布結婚，對象是小她9歲的
足球運動員趙佑民，素妍所屬的 Think 娛樂也證實
了婚訊：「朴素妍與趙佑民經過 3 年的熱戀，預計
在今年 11 月結婚。」據知，二人 2019 年透過友人
的介紹而認識，穩定交往 3 年，近期萌生想結婚的

翁虹水晶花蛋糕賀結婚周年

李玟生日感謝醫護奉獻

林穎彤耍雙截棍頻中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余德丞
（Dickson）與丁子朗（丁丁）主演的青春
喜劇《青春不要臉》日前首播，飾演 200
磅肥仔的Dickson，更不惜將寄生蟲塞入肛
門兼食泥。而丁丁倒吊戲劇照疑「下體現
形」。
劇集首播後丁丁與Dickson齊齊開Live與

太保護可以放心在外闖。笑問展鵬如何報答太太，
他笑道：「我晚晚都有報答她，她愈忙就愈
好。哈！哈！」展鵬似乎話中有話，暗示正
在努力「造人」。
正在放長假的唐詩詠慨嘆因疫情關係未能
結識新朋友，所以都留在家中自我陶醉，或
找好友黃翠如一起學插花和做手工。一直
恨找男友的詩詠，被問到翠如有沒有介
紹好男仔給她時，詩詠說：「她有介
紹過但失敗了，所以她現在都是陪我
就 算。」提議詩詠可以找「金牌
媒人」林盛斌（Bob）幫
手，她笑道：「我在等
◆陳展鵬
阿 Bob 開月老公司，
笑言老婆愈
不過我信緣分要來
忙愈好。
就會來。」

鍾嘉欣返加 愛女獻萬吻

馮盈盈學中醫食療增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鄭裕玲、
陳敏之、馮盈盈及邵初等，日前在將軍澳電
視城拍攝《識貨2》節目，適逢是敏之的43
歲生日，工作人員送上蛋糕兼唱生日歌為她
慶祝。
馮盈盈表示近日亦有進軍 NFT（非同質
化代幣）市場，主要是藝術品及水晶手鏈，
她說：「我啲貨有平有貴，平到幾千蚊都
有，今次上來學吓直銷技巧。」她又透露剛
完成中醫食療課程，增值自己，發覺對做直
播也有用。
說到她久未有拍劇，盈盈表示要等公司
安排。敏之就追問她有沒有拍拖？她謂拍拖
要等緣分。問到可會找Bob介紹筍盤？盈盈
笑說：「會叫Bob介紹好筍嘅盆菜，（是否

唐詩詠出腳兇狠，毫不留情。
◆

姚子羚與陳山聰老友鬼鬼，玩得格外投
◆
入。

◆觀眾喜歡
子羚與山聰再
演情侶，很有
化學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