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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譴責昆明恐襲

趙薇：人神共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雲南昆明前
晚發生暴力事件，暴徒蒙面持刀在火車站
砍殺無辜群眾，造成多人死傷，娛圈眾星
均對事件表示關注，在微博紛紛譴責兇徒
暴行，並願遇難者得到安息，傷者早日康
復。藝員們又在網上呼籲捐血救急。
王力宏以土狼比喻兇徒，他表示：「或
許對非洲的野生土狼來說，暴力是唯一解
決問題的方法。 但我們是人類。 我們有智
慧，有良心，也分辨得了什麼是對和錯。
我看到了新聞真的好失望，也很心痛。 願
死者安息，傷者都能夠痊癒。 願犯下如此
可怕暴行的兇手能夠被繩之以法。」

趙薇則以四字表達憤慨：「人神共
憤！」韓寒也說：「針對平民的恐怖主義
行為必須誅之，沒有妥協。也願人們不要
將仇恨記在他人的整個民族或者宗教上。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梁詠琪強調暴力行為不能容忍，尤其是
對平民百姓。熊黛林認為只有懦弱的人才
會去殘害無辜的百姓！黃曉明、Angelababy、韓庚、林志穎及安以軒亦齊起反對暴
力、籲嚴懲暴徒。
今次悲劇殃及無辜，祖籍雲南的李雲迪
更深感哀痛：「驚聞祖國雲南昆明發生的
暴力恐怖襲擊事件，心中十分痛心，雲南

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地方，民風純樸人心善
良，也是我的祖籍之地。願生者堅強，為
逝者祈福，望安息！」
任達華、蔡依林及田馥甄同對恐襲大表
震驚心痛，庚澄慶則不禁哀嘆：「這個世
界怎麼會變成這樣？」李玟也表示，會為
昆明的遇難者和他們的家屬祈禱，這個新
聞真的讓人傷心，希望這樣的事情以後都
不會再發生。
王菲、舒淇、甄子丹、 李冰冰、吳鎮
宇、陳坤、張靜初、李克勤、惠英紅、吳
奇隆、劉詩詩等亦在微博哀悼逝者，以及
為傷者祈福。

人神共憤」。
■趙薇在微博上怒斥「

華
■仔向小鳳姐送抱。

再有重量級人物任嘉賓

網上圖片

小鳳姐寄語華仔

■岑麗香拍古
裝劇唸對白有
困難。

善待愛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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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仔在前輩小鳳姐面前下跪。

到來捧場的圈中人多不勝數，包括富商劉鑾雄的媽
媽、紅顏知己甘比和女兒劉秀樺、汪明荃、趙雅

華仔高呼現在好幸福
前晚演唱會嘉賓請來重量級巨星劉德華，小鳳姐說笑
地稱呼華仔做「愛德華一世」，華仔大讚小鳳姐美貌多
年不變，她回應道：「我份人好頑固不肯變，一定要跟
以前一樣靚。」
華仔在小鳳姐前表示由男仔變為男人，再變成現在爸

要求演唱會Part 2減票價
完成個唱後，小鳳姐出席慶功宴時宣布已答應舉行演
唱會 Part 2，並且主動要求減票價，她說：「我覺得 80
元尾不太好，齊頭數好些，這是我加開演唱會的唯一要
求，坐得好高的不想賣太貴，很多人一家大細來看，有
錢的有錢，但普羅大眾也有。」
小鳳姐又坦言請特首來是支持他的行為，她說：「我
承認撐他，他的位置好難做，看到他做好多事但沒人認
同，個心好難過，當晚大家的掌聲不是噓聲，這一點我
要澄清。」

林子祥指外孫女老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林子
祥（阿Lam）昨日出席公開活動，他榮
升外公之後，不時弄孫為樂，活動上他
更示範抱B手勢，果然有板有眼，沒有
生疏。Lam大談外孫女趣事，他笑說：
「BB 喜歡日頭睡覺，晚上就好精神，
搞到大人睡不到，這個 BB 好怪又得
意，像個老人精，好少喊又好少笑，一
嚿木樣，好cool兼皺眉。」
說到其子林德信不時有緋聞傳出，
問到新春期間，兒子可有帶女友見家
長？Lam 直言：「有，他有很多女朋
友，我數不到有多少個，他都有很多
朋友，不時跟這個跟那個吃下飯，但

近期傾得最埋
係孫女。」
Lam 現正忙
着 籌 備 HI-FI
碟，預計今年
推出，全張碟
Lam 會親力親
為包辦製作，
然後由其他公
司發行。由於 ■林子祥示範抱 B 手
太忙關係，暫 勢。
時不會跟老婆葉蒨文和林德信合唱新
歌，不過出外登台時，三人亦有不少
合唱機會。

韓君婷星洲從商被母逼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近年
引退娛樂圈的韓君婷已轉行從商，以新
加坡為發展基地，昨日接受now觀星台
主持人王賢誌的訪問，並透露近況，久
沒露面的韓君婷一身健康膚色，體形略
見清減，她透露此行回來出席友人婚
宴，昨日做完訪問後即往機場返新加坡
工作。韓君婷的家人在星洲定居，當年
她在當地讀書，其後來港發展，相隔20
年再返回星洲生活，現時已定居彼邦 3
年，主要在哥哥投資的公司任職市場經
理，主要做電子回收生意，從中提取真
金，過着朝九晚五的寫字樓生活，也無
不慣。她透露：「我主要負責搵客源，
這3年都沒停下來，(當初何以下定決心
轉行？)對所喜歡做的事沒有再發揮機會
時，便想出去闖一闖，加上父母年紀漸
長、我又是唯一未嫁的女兒，照顧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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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黃錦燊、黃秋生等。
日前兩代特首齊來捧場，小鳳姐表示董建華夫婦、梁
振英夫婦都是她認識多年的朋友，全場一齊合唱《順流
逆流》時，大家都感動得眼泛淚光。小鳳姐稱事後有跟
梁特首通電，鼓勵香港人繼續加油。
小鳳姐自嘲初出道時曾被挑剔過歌藝不精，年輕時找
工作亦常常碰壁，但一直堅持自己信念，看到當初不認
同自己的人也開始認同自己時，就很有成功感。

爸的身份，獲得全場觀眾拍掌，小鳳姐就寄語他要好好
對待太太朱麗倩，華仔就向觀眾宣布現在好幸福。
盧海鵬繼續扮演「徐大鳳」，小鳳姐表示因為他才致
電給特首，她說：「我之所以打電話向梁生（梁振英）
道歉，是因為我在台上笑盧海鵬像長毛，嚇到他以為真
的長毛來了。」

的責任便落在
我身上。」
韓君婷專心
事業，揚言沒
有時間物色對
象，雖然間中
有追求者，但
沒時間應約，
也不覺得 dry，
工作讓她過得
充實。不過韓
媽媽便為女兒
的婚姻大事着 ■韓君婷
急，韓君婷半埋怨說：「媽咪嚴重到叫
我隨便找個人嫁好了，真的有點嬲，點
可以無條件地將個女推出去？我不是貨
物，有些 Aunt 話身邊有朋友介紹，我
以沒時間為由推掉。」

聲帶血管爆裂長瘜肉

祖兒被勸停工 3 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 譚詠麟、容祖兒、鍾欣
潼（阿嬌）、鄭嘉穎及何韻詩等多位歌手
前晚假電視城為《IFPI 香港唱片銷量大獎
2013》 錄 影 ， 阿 麟 獲 「 殿 堂 級 榮 譽 大
獎」，而已故歌手陳僖儀亦憑大碟獲「全
年最高銷量廣東唱片」及其餘 3 個獎項，並
由妹妹上台領獎，場面感人。
祖兒坦言聲沙問題未有改善，在公司春
茗翌日後看過醫生，原本醫生告知她只需
接受言語治療，學習如何運用聲帶肌肉便
可康復，豈料照過內窺鏡後才發現聲帶血
管爆裂長了瘜肉，情況較以往更差，她
說：「聽完之後嚇到我當場呆了，要休養 3
個月。（做手術割除？）我不想割，始終
是手術都有危險，醫生說可以讓瘜肉慢慢
消退。」問到她是否要全面停工休養？祖
兒無奈稱本答應為伍樂城的音樂會擔任嘉
賓，故現在心情很矛盾，「我不想咪嘴，
所以能推掉的工作都推了，但惟獨不想甩
底伍樂城的音樂會。」
談到祖兒失聲多時，阿麟指她是工作勞
損，應多加休息，更踢爆祖兒男友劉浩龍
最近沒有練波。阿麟又謂以往亦曾試過失
聲，「因為胃液倒流以致聲沙，成年都沒
好過，最後看醫生吃了 4 天藥便痊癒！不過
我真的未試過像祖兒般針灸治聲沙，但就
試過用布抹脷苔治療！」

會多問，只知道對方太太梁潔華身體並無
大礙。
對於有報道指阿嬌貪便宜買了面壁樓，
她指自己的財務一直由媽咪負責，故對買
樓一事並不知情，自己只負責簽名而已。
阿嬌又謂近年大部分時間都在內地工作，
故也有考慮在橫店置業，她說：「買別墅
要一千多萬，不過都想買，方便長駐內地
拍劇。」
鄭嘉穎則被問到因接拍無綫新劇《天
眼》而損失千萬人民幣，他說：「希望大
家不要專注在金錢上，其實拍此劇正可以
當緩衝，因為早前在內地拍劇全身都傷得
七七八八。」
有網友指何韻詩在澳洲買了巨型廣告牌
向鄧九雲示愛，阿詩聞言後即哈哈大笑直
斥痴線，自言是娛樂圈第一慳妹，她不會
這樣浪費。

香港文匯報訊 蕭正楠、黎耀
祥和岑麗香昨日出席一個中醫藥
頒獎活動，蕭正楠最近緋聞多
多，其緋聞女友何傲芝爸爸破
產，何傲芝又被拍到夜會大隻
男，令他決絕收車分手，又有指
他為黃翠如而去植髮，蕭正楠昨
日否認植髮報道，他承認之前拍
劇不時要剃頭，令頭髮毛囊受
損，他說：「之前拍《大太監》
要剃頭，我當時想營造瘌痢的感
覺，所以自己再用鬚刨剃，又再
■蕭正楠否認植
用膠水黐，令頭髮變得愈來愈
髮。
弱，不過還夠用，不用擔心。」
又說有去諮詢醫生意見，問他可抗拒植髮？他認為要
看有沒有需要，但不希望有這一日，並謂工作上有需
要都會繼續剃頭。
講到和何傲芝的關係，蕭正楠表示大家一直是好朋
友，從未講過他們是情侶，對於收車傳聞？他指對方
之前有需要問他借車，現已歸還，也沒有因她夜會大
隻仔而生氣，指她識朋友不用向他備案，至於何傲芝
父親生意失敗破產，他說：「希望她一家安好，兩姊
妹用心賺錢幫手。（你會不會幫手？）我都好窮，都
想破產呀。其實她很堅強，百足咁多爪，不用擔
心。」

香香狂食螺絲自責

阿嬌考慮橫店置業
另，提到好友黃日華被繼母指責沒有探
望病重父親，阿麟透露近日與華哥踢波時
也不覺對方心情有異，對別人的家事亦不

蕭正楠聲言好窮
難助何傲芝

■容祖兒受聲沙困擾，譚詠麟身同感受。

至於近日受唇瘡困擾的祥仔表示患處漸漸康復，問
到可有影響和太太親熱？他笑謂大家工作忙年紀又
大，已經好少親熱，更不會像年輕人般激烈。
另外，香香講到拍攝新劇《無雙譜》是人生一個很
大挑戰，因為這是古裝劇，有很多文縐縐的對白，令
她經常食螺絲，試過因講不到「妖魔鬼怪」四個字而
發脾氣罵自己是「妖魔鬼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