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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陳美齡、
陳潔靈等前晚為薛家燕、黎小田主持的節目
《經典流行50年》錄影。以低胸晚裝華麗
現身的陳美齡相隔多年再到電視台唱歌，主
要是為12月舉行的「講唱會」宣傳，希望
帶出一個正能量演唱會。
陳美齡表示：「上一次是成龍請我回來唱

歌，為日本賑災演出，真的很久沒在電視台
唱歌，今次來唱歌是宣傳12月的『講唱
會』，目前準備得七七八八，到時唱歌之
外，又會以故事方式分享教育、湊仔貼士，
還會請一些小朋友上台唱歌跳舞和跳繩，希
望吸引整個家庭前來欣賞，做一個充滿正能
量『講唱會』。」
到時會全家來港捧場嗎？她表示：「他們

有時間都會來，因我經常在日本開騷，所以
家人感覺不是太興奮，反而自己好耐沒在港
做騷，最興奮應該是我。」
家燕姐很開心可以邀請到陳美齡上節目，

她憶記起大家當年在麗的時期合作過，隨後
對方赴日發展，一別已經幾十年，家燕姐笑
言：「今次再見面，大家已是奶奶級，成長
不少，真的值得祝賀一番。」
現下家燕姐正為12月初的紅館演唱會準

備得如火如荼，之前因練舞導致筋膜炎，已
告痊癒，個唱日子漸近，家燕姐表示：「開
始感覺有壓力，現在每日要限定自己練熟一
首歌，初時都以為無問題，原來有難度，因
月底便全程投入排舞，到時又記歌詞又記舞
會很難。」她又指日前相約做嘉賓的陳寶
珠、王愛明及馮素波去試衫，她們的服裝很
靚，每個人如像公主出場。問到會否請埋陳
美齡做嘉賓，家燕姐表示對方在港的話，都
希望能請到她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蔡一傑
昨日到電台宣傳新碟《ONE》，在經理
人林珊珊安排下，以「愛人」相稱的伍
詠薇神秘現身，為傑仔帶來驚喜。伍姑
娘手持香檳和炸蝦到賀，笑言最驚喜是
見自己可以早起床，繼而又餵炸蝦給傑
仔吃，並祝傑仔哈哈笑和紅到爆炸，傑
仔即場送簽名碟回禮，兩人又相
擁合照，友情滿瀉。
新碟中有一首日文歌，

將會港、日同步推出，傑
仔開心說：「早上見到日
本新聞都有介紹這首新
歌，可說是我人生新一頁
開始，希望繼續努力有自己

的音樂。」
傑仔刻意選在10月10日「雙十」日子
出碟，正是師父梅艷芳冥壽，就當是送
給梅姐的一份心意，新歌《ONE》是傑
仔作品，這首歌和唱片封套均是到梅姐
最喜歡的日本拍攝，他說：「籌備這份
禮物已兩年，是好有紀念價值一日，我

相信阿梅收到的，是最好禮物，
會跟她說我依然好努力去做音
樂和表演，沒令她丟架。她
很喜歡日本，所以今次唱
埋日本歌送給她，稍後都
會到日本宣傳，讓更多日
本歌迷認識香港歌手，希
望能為港增光。」

香港文匯報訊今年是韓國音樂才女IU出道十周年，
IU宣佈將展開十周年巡迴演出，希望與粉絲一同度過
這別具意義的里程碑。IU將於10月底開始，以釜山為
起點展開巡迴演出，其後陸續造訪光州、首爾、香港、
新加坡、曼谷及台北等地，香港站將於12月8日假亞博
館舉行。門票將於10月23日公開發售。
去年，IU在香港舉行的「Palette」巡演口碑載道，當

時不單為港迷送上了專屬香港場的超級驚喜，獻唱由陳
詠謙重新填詞的廣東話版《Through The Night》，更
邀請到方大同擔任神秘嘉賓，同台演出讓粉絲大飽耳
福。今年既為IU的十周年巡演，相信一向疼錫港迷的
IU將再次用心準備驚喜。

小方演騙徒怕被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方力申

（小方）與麥長青（麥包）昨日為港台
節目《警訊》－「倫敦金騙案特輯」拍
攝，鮮有合作的二人興之所致，自封為
新組合「小麥方包」。
小方會扮演倫敦金騙徒，他表示從小

便看《警訊》，今次主動要求做奸角，
但就提出在片尾與女警齊齊呼籲市民不
要受騙，以洗去壞人形象，他笑說：
「以前做完《美女廚房》後被人話鹹濕
兼口花，今次演騙徒都驚被罵呃人，我
有份做好多慈善大使，到時怕要我交
代，（有否給倫敦金美女呃過？）我當
然很同情受害人，始終英雄難過美人
關，好彩小弟見慣靚女，不輕易中招，
但大家切記帶眼識人，叫你簽約的人特
別要提高警覺。」
麥長青被問到《街市遊樂團》拍檔江

美儀與吳君祥「秘婚」兼「離婚」一
事，麥包表示：「不知情，近日收到不
少朋友來電責罵，指美儀單身了兩年為
何不早說，好讓他們展開追求，證明美
儀大把市場，（美儀說有情緒病？）
吓，是嗎？着實我們《街市遊樂團》幾
個人都有情緒病，經常玩到癲。（美儀
記不起已結婚！）大家只是不記過去的
事，只望將來，把不開心事忘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由胡
杏兒、郭羨妮、林德信演出，江欣燕
聲演的電影《朝花夕拾．芳華絕代 -
拾芳》昨日舉行記者會紀念已故巨星
梅艷芳逝世15周年，大會現場播放電
影精彩片段，內容講述當年梅姐未被

拍賣的遺物，由一班歌迷取回並盡力
物歸原主。梅姐生前好友曾志偉也有
拍短片慶祝梅姐冥壽，眾人則在台上
切蛋糕。
同屆港姐郭羨妮和胡杏兒相隔多年

後再碰頭，二人笑言在後台都重提往
事，現在大家已做人妻和媽咪，忙於
生仔湊女，彷彿已過了幾十年。今次
為紀念梅姐電影出力，二人坦言無緣
見梅姐真人一面，但一直視對方是偶
像，杏兒稱她的大家姐是梅姐粉絲，
所以自小就聽她的歌長大。雖然片中
郭羨妮與杏兒未有機會同場演出，但
她們都表示受劇本感動，二話不說就
答應演出，可以從歌迷角度中認識到
真正的梅艷芳。
提到杏兒宣佈與蕭定一公司結束合

作關係，她稱合約其實在8月中已完
結，只是等時機成熟才公佈，並非如
外界想像他們關係很差。至於杏兒是
否自組公司，她說：「不是，我都是
看有沒有新方向，如果講得就會
講。」郭羨妮就急不及待要求杏兒簽
她做藝人，又笑稱要帶女兒見杏兒囝
囝結識一下。

賀出道十周年 IU 12月來港開唱

梅艷芳冥壽日出碟 蔡一傑當禮物送師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徐濠
縈、馮盈盈、 Jessica C. 昨日出席首
飾品牌活動。阿徐說到自己投資服裝
品牌店將於月底結業，後期工作交由
同事處理，這段日子多了時間去滑
水，女兒康堤也有滑過兩次，很想阿
女和老公陳奕迅（Eason）得閒時陪
她去玩。
問到她與Eason的滑水技術哪個較
叻？阿徐沒有正面回應，笑說：「你
話呢！自己比起初學者靠優美，其實
身邊很多朋友水準很高，Eason則比
較喜歡打網球，經常求我學打網球，
又叫我欣賞他比賽，不過有得揀的話
我寧願去滑水，哈哈，（女兒變成中
間人？）都有少少，她會說媽咪不准
學網球，女兒已經有打手球，球類運
動一種便足夠，不可太多運動，（Ea-
son呷醋嗎？）不怕，他太少時間在
屋企，會交由我決定，阿女手球打得
很好，是校隊，代表出賽，但女兒從
來不准父母去欣賞她比賽，有次Ea-
son也是在觀眾席後面遠距離偷拍女
兒，影完即走人，不可讓女兒知道他
曾經在場，自己曾經想扮大肚婆喬裝

去支持女兒，遭女兒拒絕，她說我扮
什麼都會被人認出，我只能叫女傭影
相給我看，因現時她很享受未
被人認出的自由生活，若是
父母的出現會為她帶來壓
力，自己習以為常不會傷
心，（是否不能出現女
兒畢業禮？）小學畢業
時沒問題，因見慣大家
的家長，如果外出的便
盡量避免出席。」
10月31號萬聖節是馮

盈盈與男友的拍拖紀念
日，盈盈透露已準備一
份家品型禮物給男友，會
否要求男友送樓？她坦
言他倆都有置業計劃，
但不會浪費首次置業的
名額，不會聯名買樓，
「我爸爸都提議我們
先同居了解大家的習
慣才計劃結婚， 所以
先入住用男友名義買
的樓，之後才用自己
名置業。」

同屆港姐碰頭 郭羨妮想簽約杏兒旗下

徐濠縈曾想喬裝睇囡囡比賽

家燕姐笑稱奶奶級見面
跟陳美齡一別幾十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毅儀、李思穎、吳文釗、凡文）香港小

童群益會日前發佈的最新調查顯示，有6.2%18歲以下的受訪者曾

吸食電子煙，若只單純有限度規管電子煙，將令青少年吸食電子

煙的機會增加。特首林鄭月娥在最新一份施政報告宣佈決定

於今個立法年度，提出立法禁止入口、製造、銷售、分發及

宣傳電子煙及其他新型吸煙產品。對此，多位為人父母

的藝人如郭晉安贊成全禁電子煙，他坦言得知有

小學生吸食電子煙，相信無論大人有幾大煙

癮也好，都應舉腳反對食電子煙！已為

人母的女星則說對增加產假大表歡

迎。

根據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最新的小學生電子煙使
用調查，小二至小四學生曾使用電子煙的比率，

由2016/17年度的2.9%增至2017/18年度的4.5%，升
幅達到55%！香港小童群益會亦指，電子煙近年被包裝
成潮流產品吸引年輕人，減低社會的警覺性，促請政府
全面禁止，而昨日施政報告回應宣佈全面禁止電子煙。
已為人父的郭晉安接受香港文匯
報獨家訪問，安仔的兒子郭令山及
女兒郭以雅來年分別就讀小學5年
班和1年班，安仔贊成全面禁賣電
子煙，他說：「當你知道小二至小
四嘅小朋友都有吸食電子煙。就算
你有幾大煙癮，都應該舉腳反對食
電子煙啦！」
兩子之母程瑤同樣贊成全禁電子
煙：「電子煙好像糖衣陷阱一樣，
以為冇傷害，原來一樣 !
兩個兒子剛踏入青春期，最初都
會擔心有反叛，幸好他們喜愛足球
運動，對吸煙完全沒產生任何興
趣。加上我跟先生也不吸煙的，作為父母最緊要身教，
現代的孩子其實很聰明，只要多溝通他們就能健康成

長，遠離煙害。」
本身育有3女1子的林盛斌（Bob）則認
為：「即係我覺得唔多唔少有少少

幫助，對於小朋友來說，唔
好接觸到電子煙。但其

實當中成效有幾

大呢？我個人就覺得值得商榷，
我覺得要有多點諮詢，多些檢討、討
論，先再去實施，現在一下子話全面禁電
子煙，我個人有保留。」

Eason少在囡囡前抽煙
至於徐濠縈（阿徐）表示身邊很多朋友都有吸食

電子煙，這決定不知是好事還是不好事。說到有些
學生好奇之下吸食電子煙，阿徐即說：「這便不好
了，作為家長覺得學生不應太早有這個壞習慣，就
算Eason（陳奕迅）都盡量少在女兒面前抽煙，（會
否勸Eason戒煙？）暫時不會。」
對新一份施政報告體貼婦女，增加四星期產

假、增加設施支持餵母乳，胡杏
兒和郭羨妮兩位母親大表支
持，表示增加假期之餘，政府
也要支持餵母乳，尤其職業母
親在工作上和湊BB十分辛苦，
不要有額外壓力放在在職媽咪
身上。
另施政報告談及明日大

嶼願景涉發展1700公
頃人工島，馮盈盈
表示：「這個與
我 們 息 息 相
關，我會趁
這十年時

間努力工作儲錢，看看
可否買得起樓，新的
建築應能抵受強勁
風力，反之最大問
題是年輕人首次
置業，希望可
增加按揭成
數。」

胡 杏 兒 郭 羨 妮 支 持 增 加 產 假

郭晉安為了下一代郭晉安為了下一代
贊成禁電子煙贊成禁電子煙

■■IUIU將於將於1212月來港月來港
開十周年個唱開十周年個唱。。

方力申方力申

■■伍詠薇餵炸蝦給伍詠薇餵炸蝦給
蔡一傑吃蔡一傑吃。。

■■郭晉安的子女來年分
郭晉安的子女來年分

別就讀小學別就讀小學55年班和年班和11

年班年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陳美齡陳美齡 薛家燕薛家燕 陳潔靈陳潔靈

■■同屆港姐郭羨妮同屆港姐郭羨妮((左左))和胡杏兒和胡杏兒
笑言在後台都重提往事笑言在後台都重提往事。。

麥長青麥長青

■■程瑤兩子分別程瑤兩子分別1616歲及歲及1313歲歲。。
■■馮盈盈努力馮盈盈努力
儲錢望買樓儲錢望買樓。。

■■有別於安仔有別於安仔，，Bob(Bob(左左))對全禁對全禁
電子煙有所保留電子煙有所保留。。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徐濠縈徐濠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