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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個唱延期有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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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楊千嬅之前患上早期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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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痊癒後昨日首度出席其老公丁子高有份搞的公開活動，見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她精神不俗。不過被病魔折騰後的千嬅明白日後工作不要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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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也沒計較損失數字，深深體會健康可貴，希望陪囝囝行得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更遠，同時亦令老公有不停「哦」她機會，不時提醒她服食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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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芷晴透
露十月將首
次演出舞台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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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子高昨日也在
現場，卻被太太爆
現場，
是緊張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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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嬅、鄭希怡(Yumiko)、黃芷晴等人昨日出席護膚品牌活動，身為搞手
的丁子高也有在場，千嬅透露：「之前大病真的嚇鬼死，突然發燒患上
早期肺炎，哮喘發作，吊了七日藥，整個人很虛，出不到院，要留院八日，
很多工作都要取消或延期，所以發微博向客戶交代。至於同老公一起拍攝內
地真人騷因已經延期過一次，加上牽涉到好多藝人，不得不開工，幸而有老
公分擔拍攝，又有醫生隨行，第一次總算平安過渡，反而最辛苦是出院幾日
要幫電影配音，因要趕及在美國上映，結果花上一星期才完成，每日配音
一、二小時，好感恩能夠平安做到。」而千嬅的廣州演唱會則要延至 8 月舉
行，她說：「這是入行 20 年演唱會，我會好執，之前因病做不到運動，身
形一直脹，好核突，現在要恢復訓練，亦已開工拍戲。」

萬芳

有指千嬅大病後仍很搏命，她謂：「因已簽好合約，其實對不住公
司，這次數字上是有損失，慶幸老闆同意，老闆話生命健康好緊要，
多謝他體諒包容。(有否損失七位數字？)我寧願要健康。人生的路仍很
長，想陪個仔行遠一些，有些事不能太計算，不過我對工作有責任
陳凱琳今天生日，問鄭嘉穎雙方感情進展如何？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鄭嘉穎、蔡思貝、
感，狀態不好不如不做，因為演唱會是代表自己。」
謝雪心及李菁等昨日出席剪綵活動，由於人太多塞 穎一貫回應：「多謝大家關心，不是真人騷不用將每
經此一役，千嬅有想過日後工作不可太搏殺，她笑說：「這次畀到
行人路，引起一片混亂，嘉穎擠困在人堆中接受訪問 日發展向大家匯報形式來講，給我們一點空間
位老公每日『哦』我，叫我食維他命 C，好似我前晚搭夜機返港，他
吧！」而心姐昨日也讚他春風滿臉，他即對傳媒
不停滴汗，蔡思貝更連番被撞站也站不穩。
香港
都可以半夜彈起身傳短訊叫我食維他命、戴口罩和記住這次活動產品
談及蔡思貝被拍到與《狂舞派》舞指麥秋成於清水 說：「不好理我啦，我有分數。」心姐卻繼續
文匯報訊
名。之前一起拍真人騷，令我對他性格加深認識，他覺得輸不是重
灣共賦同居，她回應說：「是嗎？我沒看到報道，不 取笑他：「一早見你就已經甜絲絲！」另提
（
記者 李
要，最緊要過程不好太樣衰。(給你很大壓力？)真的有壓力，他好緊張
講戀情了，專心去工作。」那是否已有戀情？她表示 到嘉穎剛買了一輛法拉利跑車，嘉穎仍是一
慶
全
）台灣
投入，每事不能錯，而我就冷靜，但總會有甩漏。」提到日前父親
男女關係講得太多了，還是專心工作，但她自言仍是 句：「不好理我啦。」問是否追女戰
歌手萬芳昨日
節，千嬅說：「我不在港，老公有囝囝陪，去了踩單車，食飯行街，我
單身。又是否認識麥秋成？她指彼此是朋友，在跳舞 車？他說：「不用啦。只是細個時的童
到新城接受訪
都想囝囝跟爸爸多些會較MAN，雖然我都是男人，哈哈。」
時認識的。問是否已一齊住？蔡思貝答謂：「我不想 年夢想，大個了去實現，有一個就實
問 ， 為 其 下 月 11
講太多人家的事，是朋友關係啦！」但被拍到在對方 現一個！」下一個想實現的夢想是
日在九展舉行的個唱
甚麼？他坦言結婚生仔現未實現
家前後腳出來？她重申想專心工作，不提這些了。
做宣傳。萬芳已經 20
到，相信每人都有這個排序，都
年沒開個唱，她表示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鄭
是人生要做的，照顧到家人，
■ 鄭希怡產
情並不太緊張，因一直有
希怡(Yumiko)產後開始積極修身，現
就會去做一些任性一點的事
後開始積極
跟其他歌手如辛曉琪、陳潔
漸有成績，她透露已減掉10磅，但仍
情，就這麼簡單。有雜誌
修身，
修身
， 漸有
儀等合作演出，前年也才跟
未達標，要再多減15磅，故此，會加強
記者問他現最大目標是否
成績。
成績
。
歐陽菲菲等在紅館演出過，今
就是結婚生仔？嘉穎笑
運動量。Yumiko要努力減肥，她表示囡囡
次她也希望香港的歌迷朋友輕鬆
說：「你做第二間公
則要增肥，都已經胖了一點，見到BB臉蛋
地 聽 她 唱 90
司我再答你這問
胖胖，感到很開心。(仍然哺母乳？)她說：
年代到現在的
■右起
右起：
：鄭嘉穎
鄭嘉穎、
、謝雪心及蔡思貝齊出席活動
謝雪心及蔡思貝齊出席活動。
。
題。」
「是的，我也估不到仍然繼續餵人奶，BB健康
歌，和了解她這
都可以，要保持住覆診，每天也會帶她游水。」
幾年成長的變化，
說到日前的父親節，Yumiko親自下廚為兩位爸爸慶
從認識她的《新不
祝。
了情》之外，可以再重
同場的黃芷晴因爸爸黃日華在父親節當天要返內地工
新認識她一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娜）台灣 5 人搖滾樂隊八三夭將於下
作，故此，一家人和男友提早一日吃海鮮慶祝，芷晴說：
萬芳在台灣有參與主
月 17 日假麥花臣場館舉行演唱會，昨日他們專程來港舉行記
「剛搬了新居，爸爸說過想要一個鎖匙扣，因此買了一個
持人工作，亦是歌手和演
者會，為個唱造勢，吸引半百粉絲到場支持。
名貴鎖匙扣給他。」芷晴透露昨天是特別日子，因她和港視
員，不過今年她都忙於巡唱，
八三夭甫開場即用廣東話打招呼，他們笑稱雖然只懂幾句
合約告一段落，未來動向仍在斟洽中，爸爸在這方面沒有給予
之前從台北開始走過北京、南京
廣東話，但很喜歡香港，私底下曾來港旅行，鼓手阿電自
意見，反而媽咪比較緊張，幫自己傾新公司和新方向，經理人繼
及廣州，現到香港這一站。而 7 月
爆來港旅行時曾遇上粉絲，並請對方飲涼茶。他們謂港
續有照顧自己，還幫自己接下十月演出的舞台劇，也是自己入行以
6日是她的生辰，問到會如何慶祝？
迷較冷靜，但看騷時就會變得熱情。席間，粉絲送上
來首次正式演出舞台劇。
萬芳笑言這不是很重要，她也沒習慣
乳豬賀八三夭票房大賣，小橘還作狀要吻乳豬，十分
跟歌迷一起慶祝生日，至於生日願望她
搞笑。祝酒儀式結束後，他們即場獻唱新歌《大逃
還未想到，看到時有甚麼願望跑出來就
殺》和《我怎麼哭了》，粉絲反應熱烈。
■萬芳今年忙於巡唱工作。
許甚麼的願。
五子接受訪問時表示上次來港開騷也有唱
廣東歌，今次也有準備，會否多唱一些就還
不肯定，但歡迎粉絲去他們的 facebook 留言
點歌，又謂喜歡《古惑仔》、《賭神》等香
港電影，所以會找電影主題曲來唱。他們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近日，演員王寶 者」邁進。他說：「一場前途未卜的冒險是年輕
希望請到陳奕迅來看騷，並透露屆時會有神
強和成龍的一張合照走紅網絡。照片中王寶強親 人最寶貴的閱歷財富，年輕人不要整天打網絡遊
秘嘉賓。問到香港天氣熱，開騷時會否除
密地將手搭在成龍肩上，而成龍也比出可愛的剪 戲、玩網聊或者看明星八卦，年輕人要出去闖，
衫？他們直言：「除衫不特別，愈穿愈多才
刀手，兩位功夫界的「大兵小將」面對鏡頭露出 要摔倒、流血，要痛，這才是男人成長應該有的
特別，屆時看粉絲反應，好就穿多幾件。
爽朗笑意，而王寶強也在微博中調侃到「當 duang 樣子。」
（不怕中暑？）不會啦，台上有電風扇。」
遇上du」，語氣調皮，引人發笑。
他們完成記者會後，已趕返台灣，準備今日
■丘竣霆
丘竣霆((右)和經理人葉惠民
和經理人葉惠民((左)探訪老戰士
探訪老戰士。
。
正當觀眾猜測兩人是否有新電影合作時，61 歲
在台北的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樂壇新人丘竣霆和經理人葉惠民教授出席「向
的成龍卻意外地出現在戶外真人秀《士兵突擊之
老戰士致敬茶會」，希望藉今次茶會，向一班老戰士致謝。
勇者奇兵》節目中，首次當兵！甚至被爆與王寶
丘竣霆表示：「老戰士過去對香港的付出實在值得令人尊敬，
強見面，也不忘向參加過軍旅題材真人秀的寶強
希望時下年輕人學會老戰士的『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大無
請教錄製節目的經驗，認真態度可見一斑。
畏精神，並引起社會對老戰士們的關注。」茶會上，他不斷跟
而成龍在節目中變成發佈任務的帶頭大哥，向
其他 5 位第一次參與真人秀的嘉賓嚴肅警告：「任
男丶女老戰士們傾偈，了解他們的過去，又笑言被老戰士婆婆
務完不成，隊伍就地解散。」如此拚命的成龍在
以為是外國人，問：「識唔識聽中文？」另外，丘竣霆透露經
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之所以把自己的戶外綜藝
過一年密集式訓練，今年將會正式出道並推出處男作，葉惠民
■八三夭預祝開騷成功
八三夭預祝開騷成功。
。
陳敏娜 攝
■成龍加盟真人秀首當兵
成龍加盟真人秀首當兵，
，力證寶刀未老
力證寶刀未老。
。
首秀獻出，是因為節目能夠激發年輕人向「勇
作曲丶填詞的歌《雨後的芬芳》。

下月九展開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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