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Summer
POP Live Party香港夏日流行音樂節」記者會
昨日舉行，主要演出者許志安及「草蜢」與
老闆林建岳和張耀榮一同出席，公布音樂節
定於8月26及27號在紅館舉行，「草蜢」會打
頭陣，安仔則尾場演出。而今年適逢是張國
榮55歲冥壽，草蜢及安仔均會在音樂節上獻
唱張國榮的經典名曲予以致敬。

鄭秀文「埋單」不計較
「草蜢」昨日一出場，即Chok樣大擺甫士

給傳媒拍照，如沐春風的安仔笑 自歎不
如。

許志安跟女友鄭秀文剛從日本甜蜜旅行歸
來，安仔春風滿臉，問他是否已經趁旅行買
了卡地亞戒指向鄭秀文求婚？安仔帶笑回應
說：「這只是傳聞，我沒有買過戒指。」提
到安仔好浪漫自製求婚卡及情人卡送給鄭秀
文，安仔澄清放在行李的卡是粉絲送給他

的，他相信自己應該不會送情人卡，這
個行程中各有各去購物。有指今次是安
仔豪花20萬包起鄭秀文的旅費及所有花
費？安仔笑說：「當然不是，大家都有
請過食飯，誰有散紙就會『埋單』。」
記者笑他倆已經是有錢兩份使？安仔照
樣予以否認。

林建岳想簽 芝兩個仔
最近有指張 芝想投寰亞老闆林建岳

旗下，林生不否認之前曾在公司見過
芝，不過只是邀她傾拍戲的片約，但他
其實最想簽 芝兩位公子，因他倆 實
太可愛，知道很多人都爭 要簽，只是
他倆年紀太小應該沒有機會簽到。

談到 芝近日玩失蹤，林生笑言大家
都在找她，然而香港地方很細，她也會
出來跟大家見面。最後再問到是否有興趣簽

芝？林生坦言這一分鐘未傾過，待有機會
再去傾，他又讚 芝具潛質，大家不用替她
擔心。

與「草蜢」撐起8月音樂節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李慶

全）香港青苗
粵劇團昨日舉
行 新 秀 選 拔
賽，青苗主席
杜韋秀明、粵
劇發展基金會
主席周振基以
及 評 判 林 家
聲、李龍、陳
嘉鳴、王超群

及梁權一同出席支持。杜韋秀明表示青苗已舉辦到第二屆。
粵劇名伶林家聲昨日親任評判選拔新秀，他表示很高興能當

上評判，也希望能憑過去演出的經驗和新人分享，他會從新人
如何表現手、眼、身、髮、步及唱、做、唸、打給予分數，從
而發掘出有潛質的新人。聲哥指第一屆青苗培訓出的新人的演
出他也有留意去看，畢竟粵劇這個行檔已經有斷層情況，不少
新人已經看不到前輩的演出，也少有機會能在台上鍛煉自己，
所以新人應要多參與演出。聲哥對粵劇界寄望於年青一輩，希
望新人懂得勤學苦練，相信總會有出頭的日子。

粵劇行檔出現斷層
林家聲應邀選拔新秀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梁靜儀）無 新
劇《On Call 36小時》
昨日於電視城舉行試
造型，楊怡、馬國
明、羅仲謙與黃智雯
等人均有出席，楊怡
昨日一身醫生Look出
現，她表示劇中飾演
一名心臟科醫生，為
此感到很大壓力，她

說：「我需要記住大量專業名詞，就連做手術的動作都要依足
規矩，自己讀書時都有上過生物堂，一過考試就畀返晒老師，
依家就恨自己讀得書少了。」

陳志雲涉貪污案昨日正式開審，三名被告陳志雲、叢培崑及
陳永孫均否認控罪，案件需傳召有關證人上庭，楊怡是7名傳
召作供的藝人之一。她承認已接到通知需上庭作供，自己會平
常心提供工作資料。提到上庭藝人將會公開自己的身價，楊怡
說：「唔使上庭都曝光啦。如果要上我都想早 去聽下其他人

『出騷價』。」
馬國明在劇中與楊怡、黃智雯都有感情線，他說：「監製話

楊怡唔畀錫，黃智雯就可以錫，多謝監製畀新對手我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陳豪和黃婉
曼昨日出席護膚品牌Biotherm的活動，兩人介
紹的新產品是由西蘭花成分製成，故此即場
示範一道有西蘭花的菜式，一顯廚技。不過
正追求陳茵媺的陳豪於黃婉曼(Icy)面上示範抗
倦按摩手法，雙手根本就沒有掂到Icy肌膚。

這陣子陳豪接下不少廣告，分別有電訊、
蛋糕和信用卡廣告，昨日便以嘉賓身份為該
護膚品牌宣傳三個月，緊接還有不少新廣告
斟洽中，落實後便會公佈。廣告接不停的他
荷包當然亦進賬不少，他笑到四萬咁口說：

「好開心，可能是《點解阿SIR係阿SIR》一劇
的效應帶動。（夠買幾層樓？）OK 。」陳
豪承認今年相當豐收，上半年的收入相等於
去年全年的收入。有說陳茵媺很「旺」他，陳豪笑 雙手合十：「多謝晒！」

他笑喻去年已是廣告天王，今年更好。至於最想接什麼類型廣告，陳豪幽
默地道：「身體仍有很多部分未賣出去。（天價酬勞會否以泳褲上陣？）唔
得，自愧不如。」陳豪剛從巴西拍攝返港，仍在適應時差問題，此行他不忘
買手信給陳茵媺，因未見到對方故仍未能把禮物送到她手上。

楊怡上庭作證 想知別人身價
上半年進賬已等於去年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李思穎）伍
詠薇、阮兆祥為無

主持新節目《變
身男女Chok Chok
Chok》前晚進行錄
影，他們邀請圈中
好 友 助 陣 擔 任 嘉
賓，計有草蜢、袁
詠儀、周汶錡和妹
妹周麗淇、狄以達
等。蔡一傑涉嫌醉
駕案件於本周五判
決，傑仔被問到心情如何，他避談說：「到時話你知。」

其老友袁靚靚則為此事感到內疚，靚靚自爆是自己游說傑仔購
買當日撞毀的座駕。靚靚謂：「我同佢講工作這麼辛苦，買部車
獎勵自己，點知搞成咁，我好內疚，相信傑仔已得到教訓，希望
他能平安無事。（點樣逗傑仔開心？）多些去他屋企吃飯，發生
事後見到他亦不開心，作為朋友應多支持和陪伴他。」

蔡一傑涉醉駕
袁詠儀感內疚 陳豪自喻今年大豐收

安仔暢談東瀛行 春風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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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淇自06年下嫁 基兆業的二少爺李家
誠後，這位「千億新抱」非常乖巧賢淑

地為李家傳宗接代的「大業」努力奮鬥，07年
先誕下千金晞彤，由於知道老爺喜歡男孫，孝
順的她加速「造人」，結果三年抱兩，09年再誕
下女兒晞兒。連續生兩個女後「恨」抱男孫的
李兆基難免失望，徐子淇壓力大增，她立即調
理好身體，繼續努力，去年徐子淇再懷第3
胎，終於懷上男孩，懷孕期間她也特別低調，
絕跡公開場合專心安胎，不肯向外證實是否懷
上男孩。所以外間一直有傳徐子淇懷了孖胎，
日前傳出誕下孖仔。昨日中午謎底終於解開，
亦打破了生孖仔之傳聞。

開刀分娩 麟兒六磅
李家誠與徐子淇是透過電郵向傳媒公布喜

訊：上周已為李家添丁，誕下六磅重麟兒，整
個家為此變得更熱鬧溫馨！並發出三張照片。
從相片所見，小寶寶很可愛靚仔，似爸爸，都
長有一個勾鼻。

獎勵遊艇及千萬珠寶
據悉，子淇今次採用開刀分娩。第三度任爸爸

的李家誠，今次亦有陪妻子進入產房。子淇產後
一如生兩個女般，不會餵人奶。而子淇在生產前
專誠拍了輯懷孕照，照片中子淇依然十分漂亮，
不是外傳的一心想生個肥肥胖胖的仔而懷孕時狂
吃補品，令她的體重直線上升至200磅，負荷過

重。
據 基發言人顏雪芳透露：四叔十分開心，

對愛孫寄予厚望，希望這位新添的男孫能為李
氏家族發揚光大！四叔決定向 地旗下千五位
員工派發一萬元利是，於本月三十日自動過
戶。四叔在第一個女孫出世及李家傑三個兒子
出世時，也向員工派萬元利是慶祝！問到會否
希望子淇再繼續生時，四叔表示一切隨緣，但
當然是生愈多愈好。其實四叔長子李家傑亦有
三個兒子(三胞胎)，所以四叔現在有四男兩女合
共六個孫，兒孫滿堂認真開心！

另外，據說徐子淇這次懷上男胎，丈夫李家誠
很開心，獎勵了一艘遊艇及價值千萬的珠寶。

聲明原文為：
各位傳媒朋友：

連日來不少傳媒朋友來電查詢三兒子的出生

情況，首先很多謝大家的關心， 並抱歉我們因

忙於照顧剛出生的小寶寶，未能回復！

我倆懷 萬般興奮的心情，宣佈三兒子已經在

上星期出世了！小寶寶體重六磅，母子平安，現

在已返家休息，希望很快可以和各親友見面。

我們一家人欣喜地迎接了這充滿活力的新家

庭成員。榮升大姐姐的晞彤，和二姐姐晞兒都

雀躍萬分，整個家更熱鬧溫馨， 更充滿 無限

的愛和溫暖！

最後很多謝大家的關心愛護，對大家的祝

福，我們衷心致謝！祝健康快樂！

李家誠、李徐子淇上　 2011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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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焯羚）

恭喜「千億新抱」徐子淇上

周終於為富豪李兆基（四叔）

誕下六磅重男孫，一圓四叔

心 願 。 徐 子 淇 採 用 開 刀 分

娩，丈夫李家誠亦有陪入產

房見證兒子誕生。喜獲男孫

的四叔心情大靚，決定向

地旗下千五位員工派發一萬

元利是，總值千五萬元；還

計劃為男孫擺酒慶祝，但就

未 決 定 是 滿 月 酒 或 是 百 日

宴，不過，可以肯定一定是

熱鬧非常！

孝
順
徐
子
淇
奮
鬥
功
成

■李兆基（中）這幾年繼續發財之外，又不斷添丁，大公子李家傑
（右）送上三胞麟兒，二公子李家誠先後誕下兩女一男，李家財丁
興旺，四叔當然老懷欣慰。 資料圖片

■孝順新抱終於誕
下男孩，圓了老爺
抱男孫夢，勞苦功
高，值得嘉獎。

■BB降世李家，身負爺
爺和家人厚望，所以要
先睡一覺，快快長大。

■粵劇界面臨斷層，林家聲（中）和一
班紅伶均認為當務之急是培養新人。

■新劇《On Call 36小時》中，馬
國明（右起）、楊怡、黃智雯、羅
仲謙都成了醫生了。

■許志安和三「草蜢」磨拳擦掌，老細們在背後打
氣。

■陳豪和黃婉曼宣傳護膚品
竟要表演廚藝，真係多才多
藝。

■伍詠薇、阮兆祥主持《變身男女》，
草蜢、袁詠儀、周汶錡和周麗淇姐妹
應邀助陣。

千五萬利是派員工

李家誠與徐子淇兒子剛出生，李兆基對愛
孫寄予厚望，希望這位男孫能將李氏家族發
揚光大！於是，我們找來香港著名西洋玄學
家Benny Wong作了塔羅預測，他指出這小朋
友本身很討人歡心，聽教聽話，長輩、母親
徐子淇等人會很寵愛他，為他安排最好的東
西。童年的時候，會在李家的傳統長幼有序
的思想熏陶下成長，溫文有禮，亦會極受寵
愛；少年時未必完全適應受制長輩尊卑的情
況下變得性格較沉靜，很少與人說話，或許
會盲目順從一些安排。照牌看他成年後需要
兼顧很多工作等重擔，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
人，只是性格較為缺乏自信心及果斷能力，
因此易惹上是非，亦未必容易有深交的知
己。徐子淇很想兒子從商繼承爺爺事業，但
兒子的性格較喜歡文藝的東西。然而因他生
命中出現了「皇帝牌」，這牌中我感應到他的
成就不比爺爺弱，年紀愈大愈穩重，成就繼
承爺爺的基業，亦能從經驗中變得長袖善
舞，懂得與人溝通及相處，成就更光芒萬
丈，一片光明！

■文︰吳綺雯

塔羅牌顯示徐子琪兒子

成就不遜爺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