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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李思穎）劉
愷威與關菊英前晚
在回歸騷合唱《講
不出聲》，甚少在
港公開演唱的愷威
笑言：「平時在卡
拉OK唱歌，自從
上次在古巨基演唱
會上五虎重聚後，
便行『唱歌運』，
獲內地邀請參與
《跨界歌王 3》節

目。今次又得到大會邀請在紅館做回歸騷，即刻
『𦧲 飯應』。」

問他會否想再做歌手？愷威抗拒說：
「不要啦，《跨》只是一個比賽騷，跟
出唱片完全是兩回事。唱歌比起做演
員的壓力大得多，就算是唱歌騷都
不一定會接，要視乎個人能否駕
馭。（可以唱回自己的歌？）
都無人識，或者可以當新歌
唱，哈哈！」

上電視喊非因傷感
說到在《跨》中提到愛女「小糯米」

時忍不住喊，愷威解釋道：「不是喊晒，
每個父母講起自己小朋友都會這樣，加上節目
好煽情感性，這是開心的感觸。（有否給囡囡看
這節目？）她尚細，有時都會給她看我唱歌的片
段，她好鍾意唱歌跳舞。（會培養她這些興
趣？）她得四歲，順其自然啦。（遺傳了你們基
因？）唱歌可能是，跳舞便不知何解。（是否少
見囡囡才特別感觸？）不是，我常在香港，經常
都見到。不是喊、不是傷感，是感動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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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兒赴日取經
冀20周年個唱破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容祖兒（Joey）、李克勤、劉愷威、關菊英、呂方、JW（王灝兒）、吳業坤（坤

哥）、菊梓喬、鄧智偉等，前晚到紅館參與「追夢大灣區 各界青年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1周年晚會」

演出，其中透露明年將舉行入行20周年演唱會的Joey，以一身粉紅色閃片外套配低胸連身

褲的喜慶打扮現身；而克勤則因日前不慎拉傷腰間舊患要負傷上陣，卻沒影響演出水

準，只是需要工作人員攙扶落台。一眾嘉賓落力演出，為慶祝香港回歸21周年齊

心出力，唱好香港！

剛從日本欣賞完
玉置浩二演唱

會的Joey，前晚在接受傳媒
訪問時自言：「看得很開心，雖

然場館地方不大，但配上管弦樂演
奏很精彩。相信我這代的人，每個都

視玉置浩二為神級歌手，我在香港沒看
過他演出，當知道他在日本開騷旋即請假
去捧場。明年自己都有機會開演唱會，都要
欣賞不同演出來取經！」

想和粉絲邊慶生邊唱
明年是Joey入行20周年，故此有計劃舉行
20周年演唱會，問到是否準備開20場時，她
謙稱：「未試過，對上一次開15場，體力上
要再磨練一下。上次開騷病倒留下很大陰
影，必須克服過來，無論如何要在健康狀態
下完成演唱會。（開20場？）不敢去想，16
場啦，都已打破個人紀錄，是否很沒大志？
哈哈。」現已入紙紅館申請檔期？Joey透
露：「之前批出過一個期，但並非我想要的
時間，所以重新入紙申請。（想6月生日月

開騷？）有想過，可以和粉
絲一起慶祝生日會很開心。」
提到早前豪擲2億元購入淺水灣豪宅，

Joey笑說：「這些事不用回應，如大家有機
會見到我媽咪才問她，不關我事。（現擁有
多少物業？）我是負責前線工作，媽咪負責
享受生活。（你是大富婆？）就算是富婆都
是媽咪，我每月只得幾千元零用錢，幸好有
強積金，我老闆很不錯。」

李克勤拉傷腰間舊患
李克勤在上台前，已知會傳媒因腰傷未能

做訪問，見他在台上行動緩慢，企定定唱完
兩首歌後，需由兩名工作人員扶落台。其後
他透過助手表示：「前一天落車時不慎拉傷
腰處舊患，已即時服食止痛藥，但翌日坐低
起身仍覺很痛，由於早已應承今次演出，忍
痛都要完成。」克勤為免令大家擔心，昨天
在社交平台交代受傷後已即時叫物理治療師
回家治理，但不是一時三刻可以痊癒。為策
安全，當晚他上落舞台還是要助手扶住走，
不過相信一定會好的，所以叫大家不用擔
心。
JW穿上透視Deep V短裙亮相，她和吳業

坤一起做訪問。坤哥被問到會否在大灣區置
業，他表示：「香港樓價太貴，其他地區有

不錯選擇都會考慮。因
未有能力買樓，所以先以近
六位數字買了新車，價錢還平
過舊車。」JW即踢爆坤哥駕駛技
術差，已刮花新車，他直言很心痛。
問到坤哥儲好買樓首期未？他謂：

「差不多，因目標是買200萬的樓，全
家總動員抽居屋。」說畢便轉身問有
「富二代」男友Tarzan的 JW：「那你
抽不抽？」笑爆全場。

忽然行起「唱歌運」

劉愷威：舊歌當新歌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梁
漢文（Edmond）前晚與朋友到卡拉
OK睇世界盃，其間不慎絆倒，額頭
撞向枱角，頭破血流，即時入院治
療。昨天他接受完手術後，向外界
透露其傷口見骨，長7cm，縫了多達
37針，幸現無大礙。Edmond以「鬼
打無咁精神」來形容手術後的狀
況，並透露本月13日會如期出發去
俄羅斯現場睇世界盃。
Edmond於昨日凌晨大約3時半，

放上一張額頭貼了紗布的受傷相
片，留言說：「今屆世界盃都未試
過出去睇場波，突然心血來潮打給
我兄弟問他在哪裡，他剛巧在卡拉
OK，當時我的感覺直情是緣分到
了，可以一齊睇波。怎知意外就是
意外，沒得解釋，竟然可以一邊唱
住人家想我唱的《一世一次戀
愛》，個頭直接撞落枱角，流血不
止。經過一大輪討論，我決定明早
（昨早）做一個大手術，所以我之

後會好靚仔，Good nite，大家不用
擔心。」

因燈光太暗出事
昨天Edmond在手術結束後，便拍

攝短片向大家報平安，見其額頭貼
了一塊長膠布，並戴上口罩，精神
尚可。他透露因當時在卡拉OK房
裡，把燈光調暗唱歌，卻因燈光太
暗看不到有一級，行前一絆倒就直
接撼落張枱。他的傷口縫了37針，
長度為7cm，深度見骨，「如今要做
的事都做完了，等付完款就出去吃
東西，因為很肚餓。放心，多謝大
家關心，Thank you！」Edmond之
所以縫 37針，因醫生想他靚仔一
些，只要縫得細密的話，傷口疤痕
會癒合。完成手術後，Edmond已回
家休息，他笑言現在「鬼打無咁精
神」，繼續頂頭槌都得。同時已照
過腦掃描，一切沒問題，稍後13日
會如期出發到俄羅斯睇世界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黃建東、瑪姬、前華姐冠軍
余思霆及黎燕珊兒子劉德權
（Dicky）昨天到銅鑼灣出席
「XXL加加大碼勁食王名人明
星賽」，四人要在五分鐘內挑戰
五磅越南河粉，結果減肥中的黃
建東因吃得最多獲勝，而其母也
有到場打氣。
余思霆玩遊戲時十分投入，大
啖大啖地吃，她笑指自己向來大
食，晚餐一定要吃飯。身材標準
的她，自爆易肥又易瘦，試過最
重時有 121 磅，現時則重 110
磅。談到她的舊愛Tyrese（天堂
鳥成員歐鎮源）傳出與林欣彤暗
交，對此余思霆稱跟Tyrese已沒
聯絡，問她是否可接受新戀情？
她惋惜說：「暫時未，現要專心
工作。三年情，都可惜，但這樣
對大家都好。」
正於英國求學的Dicky趁放暑

假回港陪媽咪，他笑言事前沒有
進食留肚比賽。問到可有興趣做
幕前？他說：「至少暫時無。」
修讀犯罪學的他表示將來或回港
做政府工，又可以陪媽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黎諾懿、李佳芯
（Ali）、高海寧（高Ling）、楊卓娜及徐榮等昨天到
尖沙咀一間育兒中心，出席無綫新劇《BB來了》之
「新手爸媽預備班」活動，眾人分組玩遊戲示範幫BB
按摩。恨生女的諾懿見到可愛的B女即愛不釋手，不過
當高Ling抱起B女時，B女即嚎哭，司機楊證樺笑說：
「高Ling抱都喊？我不知幾想。」徐榮即扭他耳仔。
Ali與諾懿一起受訪，前者表示拍攝劇集時要跟初生

15日的BB拍戲，真的不敢碰BB，怕會整傷對方。諾懿
指拍攝時兒子半歲大，所以他很熟手。他又催Ali生
B，指對方也是時候，不過Ali就稱「十畫未有一撇」，
工作已排到明年。諾懿就繼續游說她，指她可以生仔
先。Ali笑說：「我好傳統的，沒諾懿那麼勁。（我）
都想有，但暫時未得，到時間適合自然會去想，所以現
在沒去想。」
恨生女的諾懿，笑謂要開工到凌晨，未可造人。自言

對生仔生女有研究的他，笑稱睌上「造人」生女機會較
高。

高Ling撞親影響視力
近日忙拍新劇《C9特工》的高Ling，日前在街市拍

戲時不慎滑倒，要即時叫救護車入院檢查。高Ling透
露仍未完全康復：「後腦撞到腫了，右腰又瘀了，幸好
當時臀部落地卸去點力。不過現在出現飛蚊症，右眼看
東西時有兩個影，照過視網膜沒事，但眼肌其中一條線
未能正常運作，醫生建議我去照磁力共振。」
高Ling稱醫生建議她暫時別要駕駛，而平日開工她

都會坐公司車。問到可有「觀音兵」接送？她笑說：
「一向不收兵。（男友鄧智偉可有做司機接送？）他有
司機，沒駕車。他都好忙，不過他知我受傷有慰問。」

梁漢文撼爆頭
傷口見骨縫37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馬
國明（馬明）、蕭正楠（阿蕭）、
劉心悠、張文慈（Pinky）及陳煒
（煒哥）等昨天為《宮心計2深宮
計》宣傳，對於劇集將有機會衝擊
30點收視及30億點擊率，馬明笑謂
會效法馬浚偉晒童年裸照。阿蕭在
旁笑言要觀眾更受落，馬明應晒黃
心穎的裸照，更即場叫他拿電話出
來查看一下，馬明一臉無奈笑說：
「心穎沒童年的！」他又反過來要
阿蕭拿黃翠如的裸照益街坊，阿蕭
卻以翠如沒份拍《深》劇推搪。
有人提議好收視就以結婚作慶
祝，好讓心穎和翠如可過少奶奶生

活，馬明跟阿蕭即你推我讓。馬明
笑對阿蕭說沒裸照便要結婚，阿蕭
竟順水推舟謂馬明應最快跑出，主
要是他與心穎感情穩定之餘兼有車
有樓，馬明卻爆出與心穎之間出現
暗湧。心穎曾在訪問吐露心跡，說
準備好結婚，馬明則指心穎近來多
劇拍，應是辛苦才說這些話。

Pinky友人想看煒哥泳裝
至於煒哥與Pinky同是選美出身，

又會否公開泳裝照回餽觀眾？煒哥
笑謂自己有珍藏亞姐時的泳裝照，
正考慮跟「四司」再拍一輯泳裝
照，尤其Pinky跟她同屆選亞姐，對

方拿了最完
美體態獎。
Pinky謙稱煒
哥 才 是 冠
軍，而朋友
們都說想看
煒哥再穿泳
衣。
對於已故

化妝大師陳文輝的兒子陳志達（達
哥）前晚急性肺炎病逝，馬明與阿
蕭聞此消息都感愕然，前者並惋惜
地表示跟達哥是波友，對方更是
《深》劇的化妝師，記得上次見面
時對方仍很有中氣。

按摩嬰孩谷《BB來了》

李佳芯被黎諾懿催生仔

心穎放聲氣想嫁？ 馬明：應是拍劇太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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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業坤(右)笑問JW(左)會否抽居屋？

■容祖兒明年
便是入行 20
周年，她希望
能和歌迷邊唱
歌邊慶祝生
日。

■菊梓喬前晚也有份演出。

■李克勤忍痛上台獻唱。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攝

■■容祖兒和容祖兒和
劉愷威一見劉愷威一見
如故如故。。

■劉愷威澄清在內地節目
只是感觸而泣。

■梁漢文撞傷頭要入院做手術。
網上圖片

■梁漢文拍片向Fans報平安。
網上圖片

■■高海寧抱高海寧抱BBBB，，結結
果果BBBB當場嚎哭當場嚎哭。。

■李佳芯(左)暫未有結婚
計劃，更遑論生兒育女；
右為黎諾懿。

■馬國明(左)和蕭正
楠就裸照一事你推我
讓。

■■情變後的情變後的
余思霆余思霆，，似似
已積極重新已積極重新
上路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