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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天
后容祖兒與林海峰、葛民輝等昨日出
席愛心馬拉松活動，祖兒帶領現場的
小朋友原地跑三十秒，不過早前左腳
韌帶受傷的她就只可以單腳跳的方式
去代替。
提到左腳的傷勢，祖兒表示等緊康
復，要慢慢來。她又稱年頭有堪輿學
家表示她犯太歲會扭
傷腳，想不到會成
真。說到今次參加
《我是歌手4》，祖兒
說：「壓力很大，每
個星期都要在短時間
內準備最完整的演
出，所以心情起伏好
大，加埋隻腳又整
傷，一世女加埋嘅壓
力都唔夠今次大。(不

少粉絲大表心痛？)當時心情矛盾，
錄影前日我仲坐緊輪椅，我唔係想煽
情，我喺dancers度跌落地有成分鐘
郁唔到，第二日腫晒，第三日行得番
啲啲，不如試吓啦，我咩都準備好
晒，冇理由差自己，我覺得有奇蹟。
(男友劉浩龍是否亦很心痛？)個個都
心痛，第一日我仲唔敢畀媽咪知。過

幾日要飛到韓國拍攝另
一節目，之後又要和好
友李克勤開騷，完全沒
有時間休息。要綁緊啲
隻腳，最影響係買咗好
多高踭鞋着唔到，我好
怕換季，唔抵㗎，好擔
心！」問到演出是否會
減少舞步？祖兒表示都
跳到，但未必會着高踭
鞋。

祖兒腳傷照跳舞壓力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恭喜!恭喜!羅生及

羅太結束成婚之旅返港，說的正是上星期二於英

國古堡註冊結婚的楊怡及羅仲謙。兩人昨日由英

國飛返香港，心情大靚於機場笑晒手拖手接受傳

媒祝福。謙仔當着記者面前錫太太額頭兩下之

餘，又發表冧爆宣言：「我點解揀英國呢？因為

我鍾意當地古典氣氛重，同埋我希望太太好似公

主咁出嫁。」

楊怡同羅仲謙昨午現身機場，吸引
半百傳媒等候。穿上黑皮褸戴太

陽眼鏡的楊怡，見傳媒即開心揮手，
左手無名指戴上閃爆婚戒，二人合作
地企定定讓記者影相。問到點樣求
婚，楊怡大反應話：「喂，私人嘢唔
好講。」謙仔話俾返少少浪漫空間他
們二人，再追問係咪今年求婚，楊怡
說：「今年啦，今年之內。(一次就應
承？)呢啲就唔好講。(戒指幾多卡？)
呢啲嘢幾多卡唔緊要。(事先知對方求
婚？）唔知！（有冇喊？）有的。」
問到佢事前知唔知謙仔會求婚？楊怡
話唔知，謙仔聞言則笑謂：「俾佢知
道咪好失敗！」訪問中，謙仔輕輕搭
住楊怡膊頭，謙仔更多次說：「我太
太」十分Sweet！

否認已懷孕
謙仔透露是今年向楊怡求婚，但未

有透露求婚過程。楊怡和謙仔直言希
望今次婚禮留給自己一個甜蜜回憶，
楊怡說：「今次想有個完美回憶。」
問到是否因有咗而趕秘婚？阿怡笑
說：「未呀，咁爆？我今日條腰得22
吋。（過去影結婚相定註冊？）兩樣
做晒。」問到是否英國註冊，謙仔再
冧爆接話：「其實想俾太太有個好好
的回憶。（呢個地方有特別？）我因
為鍾意古典氣息重，亦希望太太似公
主出嫁。」楊怡聞言即表示多謝，記
者再問楊怡是否自覺似公主，楊怡
謂：「好好呀，天氣好好呀。」再追
問費用，二人異口同聲表示唔重要，
謙仔再補充：「佢開心就OK。（一
行幾多人？）十零個左右。」

避談和TVB續約
問到楊怡習慣被叫羅太未？她說：

「唔好咁叫我，要擰轉面。大家唔好

咁嗌我！（婚禮有咩愛的宣言？）我
註冊時講英文，我驚會甩漏，所以唔
講， IG 淨係ＦＯＬＬＯＷ佢已經
夠。」謙仔謂返港會再擺酒，未有確
實日期，但唔會在圍村擺酒。
至於有指謙仔向公司講大話隱瞞婚

事，謙仔指年初已同公司講過有成家
之意。楊怡亦稱公司對婚事沒有施
壓，問到係咪TVB就快約滿？阿怡表
示：「現在傾緊。(成數大？）我好肯
定今年會擺酒！（唔續約生B？）唔
係，冇咁快，我其實唔係好急。」問
謙仔是否想盡快生B，他笑說：「太
太都唔急，我急咩呢？」問到有冇傾
過相關話題：「呢啲係好順其自然的
事，一切隨緣。自己年紀唔算大。」
之後，記者起哄要求謙仔錫楊怡，謙
仔最終錫咗楊怡額頭兩下，二人受訪
完畢後隨即手拖手移步至停車場，甜
蜜滿瀉。

楊怡同謙仔今
次於英國結婚，
基本上沒有圈中
人知，楊怡也表

示連家人都被蒙在鼓裡。楊怡
說：「其實呢個旅程我們瞞埋家
人，其實好親的人都唔知目的，
真係有一句話，叫『願者上
釣』，我們唔刻意，去參與一個
旅行，所以謙仔屋企人有些沒
去，我們想保密。」

楊洛婷望明年生雞仔
香港文匯報訊 董敏莉、盧海鵬、楊洛婷與老公

Tim出席ViuTV宣傳活動，楊洛婷更抽中32吋電視
機，當盧海鵬問是否免費電視時，主持人謂與另外三
位主持保證一世免費，盧海鵬謂：「吓，我哋四個保
證？咁×街啦！」笑
爆全場！楊洛婷與老
公被問是否合體工作
搵奶粉錢？Tim笑謂
叫老婆「搵多啲」，
又投訴老婆成日與朋
友去旅行，楊洛婷就
謂：「當然玩咗先，
同女仔朋友玩！」楊
洛婷又透露因與老公
都是雞年出生，故特
別想在明年生BB，
又謂父母已經不斷催
促她生小朋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張敬
軒昨日為新片《燦爛這一刻》錄製主
題曲，軒仔表示這次好難得可以與盧
冠廷合作，作為後輩，他難免感到好
有壓力。
軒仔做事一向認真，是完美主義

者，所以前一晚特意在睡前早兩個小
時喝一杯暖水，希望身體不會因為開
暖爐而令喉嚨太乾燥。但可能由於壓
力緣故，最終在床上輾轉反側四小時
依然未能入睡。而早前因為兩次的流
感，身體雖然頂得順，但始終係高傳
染性，所以錄音期亦只能一改再改，
這令他對盧Sir感到萬分歉意。他亦
知道盧Sir近日要忙於演唱會及專輯
的工作，亦深怕影響到盧Sir，一直
感到十分抱歉。
反而盧Sir自己卻毫不介懷，並指
軒仔是一位非常有潛質的後輩，他很

欣賞軒仔的特別聲線，今次能夠合作
他亦感到高興，希望能夠製作出令人
喜愛的音樂，期待合作會有火花。導
演陳果亦親身來支持，並表達自己的
電影希望能有什麼樣的感覺，務求令
電影與音樂能夠融合。

張敬軒難得跟盧冠廷合作

謙仔謙仔要楊怡楊怡
有甜蜜回憶

古堡出嫁似公主古堡出嫁似公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敏娜）日本樂壇天
后安室奈美惠前晚再度假亞博開騷，亦是其
巡唱的尾場，吸引大批歌迷捧場。她跳足兩
個半小時，大顯天后功架，而比起上次零句
廣東話，她今次共說了三句，可惜第一句無
人聽得明。
安室以《What I Did For Love》揭開個唱
序幕，帶來多首勁歌熱舞，其間兩個LED閃
燈巨人走下台，惹來觀眾瘋狂拍照。她唱出
不少新歌，包括與虛擬偶像初音合唱的《B
Who I Want 2 B》，熒幕也有播出二人跳舞
的片段。
安 室 一 向 不 愛 說 話 ， 唱 到 《Every
Woman》時卻突然用廣東話高呼「大聲叫，
香港」，太過突然搞到無人聽得明。安哥時，

她在後台舉寫有「多謝，各位香港嘅朋友」的
牌代自己發聲，她上台後更當眾換衫。唱畢最
後一曲後，她用日文約定下次再見，又再說廣
東話「多謝」和「拜拜」，兩度送飛吻才願離
開。完騷後，她在官方facebook上載花絮片
段，並已於昨日下午離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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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家 被 瞞

安室奈美惠騷廣東話冧港迷

■■容祖兒早前左腳韌帶容祖兒早前左腳韌帶
受傷受傷，，只可以單腳跳的只可以單腳跳的
方式去代替方式去代替。。

■盧海鵬、董敏莉、楊洛婷及
Tim即席試玩轉台遊戲。

■軒仔表
示這次好
難得可以
與盧冠廷
合作。

■■安室開騷吸引大安室開騷吸引大
批歌迷捧場批歌迷捧場。。

■楊怡
左手無名
指戴上閃爆婚戒。

■謙仔當
着記者面
前錫太太
額頭。

■■羅仲謙及楊怡十指緊羅仲謙及楊怡十指緊
扣返港扣返港，，很很SweetSweet。。

■楊怡於微博晒浪
漫婚照，羅仲謙轉
發老婆微博，仲要
留言：「羅楊怡！
謝謝你的愛。」

■■安室奈美惠跳足兩個半安室奈美惠跳足兩個半
小時小時，，大顯天后功架大顯天后功架。。

■■安室奈美惠於後台自拍安室奈美惠於後台自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鄧麗欣
（Stephy）昨日獨個兒返港，吸引半百傳
媒追訪，她強忍淚水強調與小方之間沒有
第三者，也否認與排球教練鄧衍敏（小
牛）同性相戀。
鄧麗欣昨日約下午5時多獨自返港，架上

墨鏡的她大方脫下眼鏡讓傳媒拍照，化上
淡妝的Stephy神情憔悴，受訪時她率先剖
白道：「首先辛苦大家，亦多謝關心，辛
苦大家今日來接機，在發表（分手）聲明
前幾日我已離開香港，帶媽咪去旅行，亦
因為這件事，希望找個地方消化和清醒一
下，所以和媽咪去完旅行，我再去台灣，
想有私人時間處理私人事。」Stephy表示
有收到很多朋友的短訊問候，但未必能一
一回覆，並坦言分手聲明發出後，她有數
天不敢看報道，待冷靜下來才一一細看。

強調和小牛只是好朋友
此時Stephy已眼紅紅想哭，她說：「要
回應不容易，因為發生得太快，由決定分
開、發聲明和公佈，我未有足夠時間去消
化，所以離開了十多日去冷靜。公司聲明、
自己的文章都講得好清楚，知道大家好關心
我們，但感情是兩個人的事，多年來不是三
言兩語就解釋完，希望大家體諒。」Stephy
明白大家覺得她與小方是童話故事中的一

對，但現實中他們一樣要面對一般情侶所遇
到的問題，當問題累積下來就很難解釋和解
決。追問是否因排球教練小牛的關係，所以
最難解決問題，Stephy說：「其實今次去台
灣，其中一樣要處理就是排球的事，她只是
我身邊的普通女性朋友，大家用正常角度去
看就不會太複雜。」問到會否怕被人誤會是
同性戀，她說：「從來沒有想過，她只是我
其中一位女性朋友，大家不要揣測太多，除
了會傷害我們兩個，也會傷害到我身邊朋
友。」至於有沒機會與小牛發展感情，Stephy
強調她們只是好朋友，在排球方面有很多事
需要她指導，是亦師亦友的關係。
問到Stephy與小方有沒復合機會，她

說：「將來的事隨緣，暫時我們是好朋
友，希望將來會有合作，關係保持到。」
問到小方是否認識排球教練小牛，Stephy
稱沒正式介紹過，但她和小方有共識。有
傳二人上月底曾去台灣旅行「箍煲」，
Stephy否認箍煲之說，只說二人去了台中
處理私事。最後問到分手有否涉及第三
者，Stephy指聲明中已清楚講明沒有第三
者，是她和小方一起提出分手。有傳小方
為分手借酒消愁，Stephy坦言不信，並指
對方身邊有不少好友相陪，她回港後也會
在適當時間聯絡他。完成訪問後的Stephy
終忍不住淚水，從機場大堂步行到停車場

的一段路，要不停抹淚平復心情，但也不
時提醒傳媒小心絆倒。而最巧合的事，原
來Stephy抵港的時間，小方被人發現在
離境大堂出現，一對分手情侶在相同地點
出現卻無緣見面。

忍淚真情剖白 鄧麗欣唔排除同小方復合

■鄧麗欣（中）數度以紙巾拭淚，雙眼及
鼻子通紅，感覺十分傷心。

■鄧麗欣強
調和小牛只
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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