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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湯豪一出道就與蔡依林合唱《大丈
夫》，迅即受矚目，前途本光明，

但卻面臨媽媽患癌，他更放下演藝事業
陪母抗癌，誰知一沉寂就過了4年。4年
來，周湯豪推掉劇集，一直隱身到幕後
學習，並借機撕掉「靠媽」、「靠臉吃
飯」等標籤，他坦言也會害怕這段時間
被粉絲所遺忘，因此壓力頗大，「停止
幕前活動4年，當然有顧慮到粉絲。」
猶幸今次重返歌壇，周湯豪推出的新

歌《帥到分手》叫好叫座，製作的新專
輯《REAL》從製作、設計、拍MV、包
裝等幾乎都由他親自操刀，他希望做自
己想要的音樂，對該有的堅持不會讓
步，目的為讓大家重新認識他，至於推
出後是否受歡迎，他則是沒想太多。正
是能找回自我，讓一向容易焦慮、神經

緊繃的他終於可以鬆一鬆。

母親意見啟發想法
新專輯還有一大創舉，就是邀請了多

名百大DJ共同創作，問他當初是什麼促
成是次大合作？他說：「過去兩年我一
直當DJ，亦以DJ身份去參加音樂節，我
希望把DJ音樂文化帶進華語市場。」過
百DJ「高手過招」，周湯豪自言沒感壓
力，反而能與不同DJ切磋，是對他的肯
定。
這次主打歌《Turn up》的 MV ，周湯
豪回到洛杉磯拍攝，因他15歲到18歲在
洛杉磯立下志向，開始追尋做個音樂人
的夢想，「因為我以前在LA 開始我的音
樂之路，所以這次特別想讓大家可以認
識我，真正的我！」他又感慨這些年真

的走得不輕鬆，但幸好他並未放棄。
是次回歸從谷底翻身，《帥到分

手》、《Turn up》等5首歌網絡累積點
閱率已突破5,300萬次，終用音樂實力證
明自己，周湯豪對外間的「星二代」標
籤不再上心，他坦言身為媽媽比莉的孩
子，母親在新碟上給予的意見當然會接
納，有時甚至可啟發他一些想法。

愛自然不造作女生
周湯豪與近年進軍韓國的女星吳映潔

（鬼鬼）私交甚篤，不時互動，一向
Cool爆的他遇上鬼鬼即變了樣，浮現出
罕見另一面。大年初一，周湯豪邀請不
少親朋好友到家中同歡，鬼鬼也是其中
一員，周湯豪拿出台灣當紅的「砸派
機」，席間他與媽媽、鬼鬼玩得相當開
心，3人打成一片，網友見狀紛紛慫恿
「周吳在一起」。
對於大眾的期待，周湯豪笑着表明是

「不可能」，他解釋說認識鬼鬼快10
年，彼此太熟了。問他的擇偶條件？他
稱愛自然、大方、不造作的女生。記者
笑指鬼鬼都有這些特質，周湯豪不禁笑
說：「她是無厘頭！」但他強調現階段
還是專心拚事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高海寧（高
Ling）與項明生昨日出席「和婚」時裝騷，高
Ling首次以傳統紅色日式婚嫁和服現身，她希
望將來正式出嫁時可以穿上中國、日本和外地
不同的婚紗拍照留念，但未有為自己定下結婚
限期，即興反而來得浪漫驚喜。
高Ling透露共花上個半小時，由三位姐姐
幫手穿上這件和服，因日本人比較一絲不苟，
腰間要塞毛巾和綿花，令條腰挺直，不需要女
性線條，感覺好溫暖，「以前去日本拍旅遊特
輯時着過普通和服，不會太隆重，結婚和服是
首次穿着，所以很開心，（真正結婚會更開
心？）我早上剛擔任朋友的姊妹，湊巧與這個
活動是同一日，證明是好日。」

嘆未有人求婚
問她將來結婚會否考慮着日式婚嫁和服？

她說：「想呀，真的很漂亮，可以着中國、日
本和外地不同國家的傳統婚紗影相，但不會為
自己定下婚期，會好有壓力。（要男方做主

動？）梗係啦，
但未有人這樣
做。（現在升呢
做女主角，是否
要推遲婚期？）
無話推遲，希望
事業愛情兩得
意，但這些不能
勉強，我鍾意即
興，又不是會閃
婚，只是不想講
實一個限期，希
望會有驚喜才浪漫。」
高Ling近日正忙着拍攝《抱佣情人》，前
一日拍到凌晨4時收工，但就不需要像馬國明
踩足27個多小時，不過稍後會出海拍攝，需
着一件頭泳衣，她表示：「希望過兩日回暖，
（要否積極keep fit？）我好難肥，雖然晚晚
開廠食消夜，依然都瘦，只要唔瞓咁多就會
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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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藝人周湯豪相隔4年再回歸幕前，去年底推出全新創作專輯《REAL》，憑一曲《帥到分手》

人氣急升。出道7年的他星途並非順風順水，因媽媽是台灣著名藝人比莉，曾一度遭質疑靠媽上

位，這回新專輯中他一肩擔起製作人、作詞作曲、音樂總監等工作，努力地用音樂實力證明自己。

「標籤」
走走撕撕

中央社電台灣藝人王心凌與姚元浩驚
傳分手，王心凌經理人公司證實兩人在
上周分手，至於分手原因則不願多談。
王心凌、姚元浩交往4年，不料卻在昨

天傳出分手消息，兩人交往期間，姚元
浩曾很有自信地說會把王心凌娶回家，
反倒是王心凌去年受訪時坦言，「結婚
需要衝動跟心理準備」，如今兩人戀情
告吹，粉絲震驚。
王心凌在2012年被控介入姚元浩與隋

棠8年戀情，被指為小三，當時隋棠曾哭
訴「我的心就像被美工刀一筆一筆在繼
續割着」，事過境遷，如今隋棠有了幸

福歸宿，不僅生了兒子Max，女兒Lucy
在農曆過年時也來報到。
反觀王心凌、姚元浩戀情4年告吹，王

心凌經理人公司表示，兩人是在上周分
手，至於分手原因則不願多談，希望外
界給他們空間，「他們經過很理性溝
通，決定退回朋友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 宣萱、方力申、雷頌
德、莊思敏、黃又南等前晚出席一鐘錶
公司的春茗。方力申日前流出與女粉絲
繑手合照，繼而傳出緋聞，他透露報道
刊出後再出席活動亦有女粉絲上前繑着
他的手集郵：「其實繑手影相很平常，
她們不會問我，我亦不會迴避，女仔都
不介意，男仔就要有風度，可能大家太
關心我的感情事，見到有靚少少的女仔
就話我拍拖。」小方稱已積極物色新女
友，但他為人被動又較少外出：「這麼
多年來從沒有女仔向我主動，可能我樣
子太過正直，是絕緣體，葉念琛電影經
常都說要愛就要搶，但入行以來都沒遇

上女仔做主動，我
已十多年沒追過女
仔，因怕羞亦不懂
怎追。（所以公開
徵女友？）大家想
我快點拍拖的話，
就叫女仔主動點，
我機會就大些。」
此外，黎明演唱會總監雷頌德

（Mark）回應黎明綵排期間有粉絲跳海
要挾要見偶像之事，他說：「當時有警
察叫我們減低聲浪，以免刺激對方心
情，之後我們都有看報道知道有事發
生，無什麼，太熱情而已。」

中新社電 「2017百合·時尚
新娘致愛盛典」前晚在北京舉行，
去年新婚的張倫碩、鍾麗緹夫婦榮
獲「年度幸福偶像大獎」。

目標穿各地婚紗留影
高海寧期待即興結婚

王心凌姚元浩分手

■周湯豪今
次回歸，能
做自己想要
做的音樂。

■■周湯豪早前在台舉行簽唱會周湯豪早前在台舉行簽唱會，，吸引近千粉絲支持吸引近千粉絲支持。。

■■鬼鬼被視為周湯豪的鬼鬼被視為周湯豪的「「頭號緋頭號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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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湯豪打碟周湯豪打碟
自信十足自信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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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湯豪與媽媽周湯豪與媽媽、、鬼鬼在鬼鬼在
家中玩樂家中玩樂。。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麥明詩、翁嘉穗和楊張
新悅等昨日到科學園出席慈善跑步活
動。麥明詩被問到前男友林作在專欄提
起她，因而被網民指「抽水」，對此，
她笑着回應稱肉體沒被「抽水」便可
以，同時尊重言論自由，認為相輔相
成，互助互利，她不會介意。麥明詩又
說：「每個人唔同睇法，有啲人寫嘢比
較冇咁負責任，成個趨勢都係咁，總之
唔係人身攻擊我就得。」
同場的翁嘉穗是今次活動籌委之一，

昨日獲老公鄔
友 正 現 身 支
持，翁嘉穗透
露大仔因為有
事未能到場，
而大仔今年已
經16歲，亦很
喜歡做運動，喜歡約朋友一起操弗。為
了了解囝囝認識什麼朋友，翁嘉穗更自
爆化身「怪獸家長」，特地去 Gym
Room扮偶遇，結果令囝囝有點尷尬。

小方想有女仔主動追求

麥明詩不介意被林作專欄抽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資深藝人
魯芬於本月6日因患皮肌炎引致肺部衰竭病
逝，終年63歲，昨早在紅磡世界殯儀館出
殯，遺體移奉到鑽石山火葬場進行火化，
從此告別紅塵，化為輕煙！
魯芬的姪兒張鈺麟、姪女張月齡約於早
上9時15分抵達靈堂，9時至10時設有公祭
儀式，讓公眾可到場向魯芬作最後道別，
大殮儀式於早上11時許進行，隨即由姪仔
捧着魯芬遺照，與姪女上靈車，伴隨魯芬
靈柩送到鑽石山火葬場火化。除了與魯芬
青梅竹馬玩大的曾志偉太太朱錫珍很早到
場打點外，其他前來弔唁圈中人有斑斑、
曾守明、邵音音及黃夏蕙，斑斑步入靈堂
鞠躬上香，跟魯芬的家屬問候時難掩傷
痛，不禁拭淚。
斑斑接受訪問時透露：「跟魯芬識於微
時，但各有各生活，近幾年先真正接觸。
她為人很正直，有義氣，誰叫到都會幫，

這是她的美德，所以得到不少朋友愛戴。
她都很爽直，好與壞都形於色，放在臉
上。我不捨得她，去年到今年面對太多這
些事，估不到今年第一單便是她，希望她
一路好走，去開心極樂世界。」

曾守明談亡友數度灑淚
曾守明和魯芬相識多年，他大讚這位朋
友「無得頂」，對於老友離世表現得很難
過，更一度哽咽不能說話，問他知否魯芬
有病？他表示：「不知道，自己早前身體
有問題，聽朋友講她都有問起關心我，
2013年我同囝囝去《盲探》首映，咁快便
幾年，我同個仔講『芬姨走咗』。」此時
曾守明不禁哽咽，說不出話來。
他說到與魯芬一些難忘往事時亦忍不住

落淚：「她說做藝人，無論出席任何場
合、活動，就算是慈善活動都應向主辦單
位攞封利是，這是意頭，因藝人是靠面口

搵食。」他續說：「最難忘是出席一些派
對時，她捉住我們影相，好親暱，她很關
心朋友，是好好前輩，今日特地來送她最
後一程。」

張倫碩鍾麗緹
獲「幸福偶像大獎」

魯芬化輕煙別紅塵

■曾守明和魯芬
相識多年。

■高海寧以傳統紅色日式婚
嫁和服亮相。

■麥明詩(右)遇「港姐
前輩」翁嘉穗。

■魯芬的姪
仔 捧 着 遺
照。

■■方力申方力申

■■張倫碩張倫碩

■■鍾麗緹鍾麗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