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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檢察院昨
日以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對陳祖明（別
名：房祖名）提出起訴，北京市東城區
法院當日經審查，認為符合立案受理條
件，已受理此案。
今年 8 月 14 日，北京警方在北京市東
城區將房祖名、柯震東及助理孫某等多
名涉毒人員查獲。隨後，房祖名因涉嫌
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刑事拘留，柯震東因
吸食毒品被行政拘留。經初步審查，房
祖名、柯震東承認了吸食毒品大麻的違
法行為。警方隨後在房祖名住所內繳獲
毒品大麻100餘克。
9 月 10 日，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局以
房祖名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提請北京市
東城區檢察院審查批捕。
房祖名是著名影星成龍之子，8 月 20
日，成龍連發兩條微博，首次就兒子涉
毒被拘一事發聲。成龍先在微博上寫
道：「首先，謝謝所有朋友的關心。兒
子房祖名出了這樣的事，我感到非常憤
怒，也非常震驚！作為公眾人物，我很
羞愧，作為父親，我很心痛，尤其是他
的母親，更是心碎。希望青少年以祖名
的教訓為戒，遠離毒品的侵害。」
薛凱琪昨日對好友房祖名被正式起訴則
回應說：「他是我認識了十年的好朋友，
所以無論如何，我都會很支持他，也希望
所有疼惜祖名的朋友給他多些鼓勵。」
今年以來，北京市司法機關已辦理多起
演藝界人士涉毒案件。今年5月27日，歌
手李代沫被北京市朝陽區法院以容留他人
吸毒罪判處有期徒刑 9 個月，罰金 2000
元。7 月，演員張默因涉嫌吸毒被警方抓
獲，9 月 4 日，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以涉
嫌容留他人吸毒罪對張默批准逮捕。
根據中國刑法規定，對於容留他人吸
食、注射毒品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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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王拍片道賀感動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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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睽違 7 年，「歌神」張學友全
新國語專輯《Wake Up Dreaming 醒
着做夢》將於今日全亞洲同步發行，學友為

■張學友拿起戒
指造型黑膠唱
片，盼專輯大
賣。

■房祖名涉
毒案昨日再
有新進展。
資料圖片

■李家鼎怕悶
未言休。
未言休
。

近百亞洲區傳媒到場採訪，穿上筆挺西裝配蝴蝶結的學
友首度獻唱新歌《時間有淚》，唱畢後學友顯得有點害
羞，主持人黃子佼便取笑學友入行 30 年先來害羞，
學友解釋因心情緊張和興奮，很期待新碟的反
應。大會又送上《醒着做夢》黑膠唱片，外圈
是一枚巨型珍珠戒指，寓意學友和環球情牽 30
年「珍珠婚」。說到新專輯耗巨資製作，學友
笑說：「我知錯了。」又自我踢爆說：「以
為自己花錢做好隻碟，環球會把這些
錢歸還給我，沒想到預算費已付沒
得再給，我的媽，早知做省一點，
平日自己好節儉，衣服都不捨得買。
(倒貼八位數？)下去，下去！」子佼
搞笑地真的走落台，令哭笑不得的
學友說：「是叫你落下一個話題，
你趕着走要去下一個通告嗎？」引
得全場大笑。

席間宣布學友新專輯創下紀錄會於 iTunes 全
球發行(共 116 國家)，現場又播出 30 位兩岸三地藝人的
祝賀片段，黃子佼問到學友最想聽到誰的話，學友竟說
李小龍，子佼即謂：「這些話不講得」，隨即做出合十
怕怕手勢。片段嘉賓中最令人驚喜是齊集其他三大天王
劉德華、黎明、郭富城，其他尚有曾志偉、梁朝偉、湯
唯、陳奕迅，導演徐克、吳宇森，以及自稱「契妹」林
憶蓮、「表妹」吳君如、「二哥」張家輝，壓軸片段庾
澄慶(哈林)親自剪接片段送給學友，當中他搞笑說要簽學
友做藝人，把他由「歌神」捧成「歌佛」，又把學友新
歌《用餘生去愛》改成用「庾」生去愛，逗得學友笑罵
他是「三八」，亦是單方面的愛，學友很感激送上祝賀
片段的朋友，他坦言：「有些是朋友，有些合作過一、
兩次，有些是大前輩，多謝他們無當我是敵人，也知公

默認泳豪戀愛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李家鼎(鼎爺)昨日到
新城宣傳，昨日正是他 69 歲生辰，談到生日願望是身
體健康，工作和收入相繼增加，早前剛奪得「專業演
員大獎」的他，自言暫時無意退休，或者做到動不起
來的時候，如果有錢退休也未嘗不是好事，但就害怕
沒有工作的日子，生活很納悶，因拍劇每日會在不同
環境開工，時間很易打發。鼎爺要下月先開新劇，暫
時在休假中。
他跟施明離婚已很長時間，會否想找個伴？鼎爺打
趣問：「有好介紹嗎？(有什麼要求？)要看緣份，要求
也沒有用。」鼎爺自爆曾經有過一次「緣份」降臨，
最後「衰」了收場，說不想有姻緣是騙人，但又未到
好想心態。
談到兩個兒子，鼎爺表示大仔泳漢有拍拖，至於經
歷過與楊思琦情傷的細仔泳豪，鼎爺略有保留說：
「應該有啩，老人家理不得太多。」但當問到有否見
過兩個兒子的女友時，鼎爺口快快說：「兩個都靚
女，我老了，後生便同他們爭。(細仔都有拍拖？)好似
有，我也沒問太多。(見過他女友真人？)未，以前個
『妖孽』就見過，大仔的女友就見過，其實最重要是
他們合拍。(催促兒子結婚早些讓你抱孫？)唔好啦，隻
猴子兩頭走，唔知顧佢定自己。當然都恨抱孫，不過
玩便可以，要我湊便不好了。」

周杰倫

宣布明年1月18日娶昆凌
香港文匯報訊 周杰倫昨日在台灣為一電台活動擔任嘉
賓。有傳周董日前已在英國海德公園向女友昆凌求婚，他
否認道：「我怎麼會在公園？要也是在一個神秘的地方，
就像MV親嘴如果在遊客面前會很放不開，何況是在遊客
面前求婚，手機馬上就上傳啦！」
周董早前不時強調要在明年 36 歲生日前便會成家立
室，可是確切婚期一直未有向外公佈，至昨日他終於表
示就是 1 月 18 日他 36 歲生日當天。不過在哪舉行婚禮，
周董繼續大賣關子：「將舉辦在一個很神秘的地方。」

作，大會並邀來 30 位嘉賓錄製片段
齊賀學友出碟兼出道 30 年，令學友
感動萬分。

昨日學友特地於台灣舉
行盛大新碟發布會，

忽爆黃子佼明年結婚

李家鼎

達到完美效果，新碟不惜自掏腰包製

學友踢爆黃子佼明
■
年 結 婚 ，， 嚇 得 對 方 慌
張否認。。

祖名涉容留他人吸毒罪被正式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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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同事辛苦，竟然可以搵到過去的四大天王，令我很意
外。」黃子佼叫學友祝福哈林，豈料學友說要先祝福
他，踢爆子佼明年結婚，嚇得子佼慌張否認。

直言四大天王是歷史
獲得 30 位藝人道賀，學友不諱言既驚訝又感動，如像
收到一份很好聖誕禮物，最意想不到是有齊其他三天
王，尤以黎明甚少公開亮相，要找他真的不易。問到學
友為何如此客氣形容是「過去」四大天王？他笑說：
「這些是歷史，沒客氣，大家都知，面對現實好不好，
現在任何人說四大天王都抱住一個歷史人物態度，代表
一個年代和那段時間，只不過是音樂近代史。」
至於新專輯是否超支？學友表示：「最初沒有刻意預
算多少，覺得做到便做，只是我忘了公司在 05 年已預支
費用給我製作兩張碟，當時只完成了一張，相隔多年，
這筆錢都花光，所以這次要自掏腰包做碟。(用了多少
錢？)攞咗一些啦，而且想忠於自己做得開心便做，都幾
十歲人啦，想同自己交待，又不是做完後無飯開，傾家
蕩產，未至於這麼偉大，應付到先會做。」

澄清明年個唱未落實
說到近日淘寶網有其明年演唱會的門票優先認購，學
友特此澄清，提醒歌迷要小心受騙，因他尚未落實是否
明年開演唱會，學友謂：「有打算明年開演唱會，但未
落實，連合作單位都未確定，也沒有同網上傾過合作
事，總之網上行騙手法層出不窮，大家要小心，不要有
任何損失，況且開演唱會的話，我一定會開記者會公
佈。」同時學友又否認被邀出任《我是歌手 3》嘉賓，
因之前已推過不少這類節目，要是現在答應的話，便對
其他不公平。

■學友與唱片公司人員舉杯慶祝
學友與唱片公司人員舉杯慶祝。
。

何雁詩見張子丰多過見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靜儀）新人張子丰（Fred）
去年以歌手身份出道，首張
個人專輯《1880》昨日終
於正式推出並於尖沙咀舉行
發布會，阿 Fred 的老闆兼
爸爸張國林亦有出席，並寄
語兒子要 keep going，而昨
日出席撐場的嘉賓有盧海
鵬 、 何 雁 詩 (Stephanie)、
張惠雅 (Regen)、許靖韻，
更獲阿 Fred 送上迷你火鍋
煲及新碟，他解釋因最愛和
他們打邊爐。
新碟籌備了一年才推出，
Fred 表 示 是 為 了 集 齊 好
歌，而新碟中的六首歌，其
中一首更是他自己創作的，
而歌曲的次
序、唱碟封面
他都會給予意
見。

提到有傳他日前參加
Stephanie 的生日派對時，
被對方的前度男友大罵，
Stephanie 更哭了出來？阿
Fred 指生日派對的不愉快
事，自己也是看報道才知
道，他說：「唔關我事！我
與 Stephanie 是好朋友，又
合作較多所以最近都是出雙
入對。（有發展機會？）不
知道。」
不過女主角 Stephanie 承
認生日派對當晚，因個人情
緒波動哭了出來，她說：
「前好朋友有脾氣，但不是
罵 Fred， 我 哭 較 dramatic
( 戲 劇 性 的)， 未 去 到 咁
大。」問到前好朋友做了什
麼時，她就叫記者問返他本
人，又稱不想影響對方的事
業 。 Stephanie 又 稱 與 阿
Fred 認識一、兩年，近日

見得最多的男士就是對方，
比見爸爸還要多。問到可有
發展機會？她卻說：「要發
展一早發展了，都很難有機
會，因為一認識就知道有無
機會！」

■何雁詩現身為好
友張子丰打氣。
友張子丰打氣
。

衛蘭工作量下降趁機外遊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李思
穎）衛蘭的去
向尚未明朗
化，自她早前
完成演唱會
後，工作量較
少，她承認可
能快將約滿所
致，而且公司
讓她完騷後休
息一下，所
以，聖誕過
■衛蘭計劃與妹妹 後，衛蘭計劃
明年到埃及旅行。
明年到埃及旅行
。 同妹妹衛詩於
明年結伴到埃及旅行。
衛蘭謂：「明年 1 月 7 日考完車
牌後便會去旅行！因為聖經中提到
埃及這個地方，所以很想去體驗一
下，最想是見到金字塔，到時希望
可以在沙漠睡幾晚，四處空蕩蕩，
樹也沒有一棵，正好讓我靜思一

下，也不會擔心有危險，該處應該
有不少旅客的。」
說到老闆黎明仍未接觸她談續約
事，似乎有欠誠意，衛蘭沒有正面
回答：「過完新年點都要傾下。」
衛蘭直言希望自組公司在音樂上有
更大自由度。(公司的自由度很
低？)大家看法不是太相同，都要傾
談一下，娛樂圈會有很多轉變。大
家聽音樂的模式都會改變，我想有
更多創作，希望可以一切實現。」
至於年底的音樂頒獎禮，衛蘭表示
不會每一個都出席。
另，提到房祖名被北京市東城區
人民檢察院以「涉嫌容留他人吸毒
罪」正式提出起訴，衛蘭的妹妹衛
詩也曾在日本藏毒被捕，對此，衛
蘭謂：「我明白，因
為妹妹都經歷過這
些，這時候也做不到
什麼，惟有祈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