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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思穎）台灣天團五月天自
2006年開始，便跟本地歌
迷約定每年五月來港開
騷，惜今年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下，無奈要取消
今年「五月之約」。
主辦單位特高娛樂製作
有限公司昨日在社交平台
公佈，在風險評估下，決

定取消五月天今年在香港
站演出：「新冠肺炎肆虐
全球，影響到社會各階
層，演出業亦無可避免。
理解到歌迷一直的期

待，我們持續以最大努力
協調，並考量多個安全健
康方案，以及緊密觀察疫
情進展，希望能達成亞洲
天團五月天每年跟香港歌

迷的五月之約。
最終，再三風險評估

下，疫情肆虐期間，五月
天今年的五月之約，將跟
歌迷一起留家抗疫，不聚
集、勤洗手，為自己跟他
人與社區共盡一分力。我
們盡好本分，響應抗疫，
冀全世界可早日抗疫成
功。祝各界身體健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何雁詩上
周三完成工作回家後，因出現喉嚨痛和發
燒的新冠肺炎徵狀，一度懷疑「中招」，
經過病毒測試，結果呈陰性，令她放下心
頭大石，她在「中招」疑雲後，昨日首度
復工到電台宣傳，而她全程都戴上口罩，
表現謹慎。
再度進入工作狀態的何雁詩，自言無需
接受14日家居隔離，因醫生指她沒有外
遊，也沒接觸過確診人士，檢驗報告是陰
性，所以跟她同住的未婚夫鄭俊弘
（Fred）都可以如常出席日前《法證先鋒
IV》的宣傳活動。
何雁詩透露在等待檢驗報告期間，心情
差透，不是擔心自己有事，最擔心會把病
毒傳染到人，可能會連累埋他們家中的長
者和小朋友，更擔心到喊出來。她在家隔
離時，Fred 便做廳
長：「我喺房同Fred
講要睡了，Fred便行
到房門同我揮手講晚
安，我即忍不住喊起

來，Fred連聲安慰叫我不用擔
心。」當報告出來知道沒事
時，何雁詩立刻飛樸到Fred
懷抱，笑言如像多年沒有見
面。經此一役，現時的她除了
工作便會留在家中，暫時不會
約父母和朋友見面，並提醒大
家為己為人，不要加重醫護人
員的負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
芬）韓國人氣男團防彈少年
團（BTS）於美國當地時間
30日亮相美國人氣清談節目
《The Late Late Show
with James Corden》的抗
疫特輯演出。
今次節目主持人 James
Corden以視頻通話方式聯
絡各國人氣歌手，主持人問
到有關韓國情況如何時，
BTS成員RM表示：「對全
世界來說，現在似乎是一段

艱難時期，但大家相
互團結關懷與支持。
當前我們非常需要保
持安全距離。雖然我
們可能看上去被孤
立，但是通過共同分
享經驗和勇氣，我們始終連
在一起。」在簡短的對話
後，BTS身穿便服，在練習
室裡表演了人氣歌曲《Boy
With Luv》。
另外，早前確診的79歲

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杜明

高，近日因新冠肺炎併發症
需要緊急入院。據其最新聲
明已經出院，在家中休養，
情況良好。他還表示很關注
其他患者和搶救生命的醫護
人員，並再次呼籲公眾在疫
情期間要留在家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今日是一代巨星張國榮
（哥哥）逝世17周年的日子，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所有
悼念哥哥的活動亦取消，曾經
跟哥哥同一唱片公司、視對方
為「大哥哥」的胡渭康，就以
歌聲來悼念故友。近日胡渭康
應邀在一個以紀念哥哥的音樂
節目中，自彈自唱哥哥的經典
歌曲《追》。
胡渭康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出

道就與哥哥同屬華星唱片公
司，經常都會見面，談到對哥
哥的印象，他有讚冇彈說：
「哥哥個人好似好不覊，但工
作好認真，有次佢睇完我喺節

目唱歌，
佢覺得我
有 一 隻
字可以
唱得好
啲，就打
畀（我）
叫我下次要留
意，又教我點至可以唱歌時有
型，感覺好好，記得當時唱片
公司除咗有哥哥，仲有梅姐（梅
艷芳）同呂方等好多勁人，哥哥
同梅姐就好似大哥哥、大姐姐，
好照顧我哋一班新人，（在他們
身上有咩學到？）喺佢哋身上最
大得着係學到工作要認真，玩就
要盡情去玩。」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李

思穎）唱作女子組
合 Robynn & Kendy

（R&K）昨日推出新歌
《紅白》，與此同時宣佈休

團，二人在未來日子裡會獨立發
展，換言之，新歌亦可能是她們合

體的「告別」之作。
R&K表示：「眨吓眼9年的時間光陰似

箭，很感激環球唱片上下過去給予我們的養
分和支持，感激在我們成長的畫面有你們的身

影，一起共度過許多人事季節的更迭。感激你們對
RK這個品牌的所有心思和努力，為我們帶來了很精彩

的一頁。今天來到這個旅程的小總結，也想好好的跟上上
下下所有共事的同事們說聲珍重了。而我倆也決定，是時候為

這個品牌暫時畫上一個休止符，把美好的回憶好好保存在心中，
昂然進入下一段的旅程，各自為自己的生活而努力的同時，也嘗試

換個方式把音樂帶給大家。感激喜
歡我們音樂的朋友一直的陪伴與疼
愛，也感謝粉絲們在這支MV的粉
墨登場，別具一番意義，也是我們
一個很特別的紀念品。在此懇切希
望將來彼此相聚的時候，大家都以
熟悉的微笑來迎接對未知的期盼。
後會有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張曦雯、湯洛雯、吳若
希、戴祖儀及蘇可欣昨日出席
電訊公司的5G網絡活動，她
們即場優先體驗暢玩5G雲遊
戲及參觀5G雲遊戲UGAME
體驗館。
熱愛玩遊戲機的吳若希笑

言，在老公面前一定是輸家，所以要學更多，務求追過老公水平，
今次先過他玩5G遊戲，實行威番次！穿上露肩裝的湯洛雯跟吳若
希比拚初級班遊戲時，則略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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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若希搶先老公玩5G遊戲

難忘「哥哥」工作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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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天取消今年「五月之約」

BTS亮相美抗疫節目發放正能量

■Robynn & Kendy新歌《紅
白》或成「告別」作。

■葉家寶、劉
錫賢及魏秋樺
派發口罩。

■BTS身穿便服，在練習室裡表
演。 網絡截圖

■■何雁詩何雁詩

■■胡渭康胡渭康

■吳若希(右)跟湯洛雯(左)比拚。

■■孫慧雪擔心孫慧雪擔心
家有兒有老家有兒有老
公公，，故不敢回故不敢回
家家。。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宣萱休息
了一星期剛
復工。

■羅仲謙透露太
太現時懷孕八個
月。

■唐韋琪(左)
與張若希(右)
錄歌為醫護及
香港人打氣。

■■李君妍李君妍((左二左二))近日有份拍攝近日有份拍攝《《姊妹淘姊妹淘》。》。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節目《姊妹淘》主持之一莊思敏稱李君妍有在
電話群組中通知大家不幸消息，她也表示未

與李君妍同場拍攝，只是出入錄影廠有打招呼，
希望對方的家人沒事。
另一主持張寶兒表示得知李君妍有家人確診，稱
對方剛加入節目不久，未試過拍攝同一集，但有見
過面和打招呼，為安全起見她也會去做快速檢測，
以策安全。孫慧雪昨日與李君妍一起拍攝《姊妹
淘》，她收到消息後十分擔心，因她家中有兒有老
公，不敢回家要另覓地方自住，和暫時停低手頭上
的工作，抽時間去醫療中心做快速測試，未有結果
前只好不與老公和兒子見面。

擔心中招後牽連廣
宣萱與許紹雄昨日同在電視城為新劇《陀槍師

姐2020》開工，宣萱原來休息一星期剛復工，她
自揭因咳嗽多天恐怕染上新冠肺炎，求醫經測試
後證實沒事，才鬆一口氣。
宣萱表示自己十多天前開始有咳嗽，擔心會

不會不幸染上新冠，說：「初看醫生時因為未
有病徵，所以沒有做檢測，但醫生也給了兩日
假和開抗生素。新冠肺炎最重要病徵是發燒、
沒力和咳嗽，我已中了兩樣，所以再去找醫生做
檢測，因為如果我染上會影響好多人，醫生知道
後幫我即時抽血檢測，初步證實沒感染，自己才
鬆一口氣，也再多放假一星期休息。」宣萱稱
復工會更小心防疫，隨身準備口罩、除菌卡
等，也自備檸蜜飲用，說：「演員最大問題是
不能戴口罩，始終病毒是無形看不到，看看政
府有沒有新措施，現在室內仍可以工作，仍有

人群聚集的風險。」宣萱同時呼籲香港人對疫
情不要鬆懈，因她休息期間見到不少人開始出
街，防禦意識有減低，不要以為到空曠地方就
沒事。
許紹雄就稱很緊張疫情發展，笑道：「我只是

表面冷靜，但內裡很亂，平時我都少出街少應
酬，不用開工時都會留在家。」

羅仲謙指妻佗B過程舒服
快將做人父的羅仲謙昨日返電視城替新劇《陀

槍師姐2020》開工。謙仔透露太太現時懷孕八個
月，由醫生根據楊怡狀態決定順產還是開刀。問
到拍大肚照留念，有否拍更性感的相片，謙仔大
賣關子表示有，但只限私人留倩影不作公開，也
未有去到全裸的地步。至於現時楊怡狀況如何，

謙仔說：「她整個過程很舒服，只有四、五次抽
筋要我幫她按摩，我都沒見過她作嘔。」對於女
兒尚未出世，謙仔已為她改乳名「小羅
白」，他解釋道：「女仔當然想皮膚白，
我都想女兒為人單純，所以用個白
字，真名就留給長輩幫她改，英文
名就交給太太負責。」提到楊
怡好友鍾嘉欣已約定要對親
家，謙仔已不捨道：
「好糾結，將來女兒
出 嫁 一 定 不 捨
得，好似拎走
自己一塊
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TVB女藝人李君妍

的同住家人確診新冠肺炎，但李君妍如常開

工有份拍攝《姊妹淘》和《食腦喪B》，

恐有傳播病毒風險，據

知李君妍初步檢測

並沒有感染，但

《姊妹淘》已取

消 未 來 數 天 外

景，明天的廠景

拍攝就要高層

開 會 再 作

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葉
家寶與劉錫賢及魏秋樺等昨日代表
影音使團創世電視，到觀塘向基層
長者派發口罩及消毒用品。家寶表
示已派發逾5萬個口罩，鑑於疫情
持續嚴峻，若有善長捐贈，行動是
不會停止，希望疫情快過。他又指
近月有不少演藝界台前幕後因疫情
問題所有工作要取消零收入，呼籲
政府在新一輪抗疫基金中，可以幫
到演藝界。
劉錫賢直言絕對有需要申請抗疫
基金，並自爆已三個月零收入，現
時靠食老本生活，還要每月花萬多
元供樓，「救命鐘」已響起，他
說：「層樓仲差兩年才供完，但若
果再沒收入，都唔知點供，賣樓都
未定，我已同細妹講，可能要佢幫

手，最近連家用都畀唔到，晚晚返
阿媽屋企黐餐，真係明白山窮水盡
的感覺。」他又指現時正想辦法賺
錢，有內地朋友想找他做網紅，主
要代購健康產品回內地，希望能成
事以解燃眉之急。

唐韋琪大半年蝕幾十萬
唐韋琪（Vikki）與16歲徒弟張若
希，昨日一起灌錄抗疫歌《與你同
行》，為醫護及香港人打氣，錄音
前兩人做足消毒工夫，消毒咪套及
耳機，確保在安全下進行錄音。
Vikki表示家姐、妹妹及妹夫也

是醫護人員， 妹妹與妹夫更是前
線醫護：「佢哋喺屯門醫院做，要
輪班，都好大壓力，又有小朋友，
所以都擔心，都傳短訊同佢哋打

氣。今次我係有感而發，唔只因為
我屋企人係醫護，醫護為今次疫情
走上前線都好感動，我哋需要做好
自己，要配合人哋。」
不少行業近期都受疫情影響，

Vikki稱其開辦的才藝訓練中心亦
有影響，自去年暴力示威開始，至
今大半年，已蝕了幾十萬，她說：
「現時零收入，我都有同業主傾減
租，中心有兩層，上層減咗一半
租，但下層就冇減租，每月只係租
金就要四、五萬元，加上雜費，呢
大半年已蝕咗幾十萬，唔知可以撐
到幾時，但我會正能量去面對，希
望捱出頭，自己係老師，唔會有困
難就怨天怨地，相信事情一定會捱
過去。」她又寄語學生不要放棄學
習，可以學藝術減壓。

咳嗽多天憂「中」新冠 宣萱主動測試

拍檔李君妍家人確診
孫慧雪心驚驚

劉錫賢三個月零收入 演藝界盼新抗疫基金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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