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阿祖）現時新冠肺炎疫情尚未解除，香港仍實施「限聚

令」，全港市民齊心居家抗疫。YouTube發起主辦「全球Stay Home #WithMe」

活動，昨日獲得香港演藝人協會支持參與，活動從下午1時至晚上9時以網上直播

形式進行，並非籌款而是純為提供娛樂予市民，發放正能量，期望大家齊心做好現

在，等待美好明天。蔡一傑與YouTuber馬田打頭陣齊齊教觀眾下廚，分享烹飪的

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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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ye West與妻
子Kim Kardashian都是
潮流界名人。 網上圖片

■ Kanye West自稱是史上最有錢的藝術
家。 網上圖片

Kanye West號稱身家逾245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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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芊妤與林德信合
作甚歡。 網上圖片

■ 蔡一傑（左）教大家整泰餐。
網上圖片

■ 蔡一傑的
泰式肉碎飯。

▶林德信與林
芊妤教大家

做瑜伽運
動。

香港文匯報訊蔡一傑昨日與YouTuber馬田打頭
陣齊齊教觀眾下廚，分享烹飪的樂趣。對於今次首
度合作，網民反應一般，普遍覺得二人不太合拍，
直指過程尷尬。以下便是部分網民的評論：
Erin So：你哋嘅代溝大到上埋火星。
DongCi DaCi：笑死，居然推薦馬田去法國讀藍

帶。
Neverwcy：說好的森巴舞呢？

Tiffany N：超尷尬，互相唔接對方啲gag
（笑話）。

Tracydellajoe：做Live先有真性情，
唔同風格幾特別！

張伊萱：先恭喜馬田80萬訂閱！本來還滿心期
待小時候的偶像對上現在的偶像以為
會蹦出什麼火花，沒想到一整個尷尬
到爆（直播沒幾分鐘聊天室就開始全
部刷一排尷尬癌直到bye bye結束！）

KATY C.：尷尬到睇Live都想㩒暫停，係咩體
驗？

Kris Lam：可能是代溝太大，睇落有D尷尬。
Katkat thy：全程都很尷尬XD！
Gy Gy：好驚呀！ 馬田洗完手又唔抹手，又時

常掂自己個口罩，又摸頭髮，好唔注意
衛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芬）美國名
媛 Kim Kardashian 與饒舌天王丈夫
Kanye West 最新在社交賬號宣稱：
「Kanye West是史上最有錢的藝術家，
身家已經達到31.5億美金（約245.7億港
元）。」消息發出後，立即引起了很多
網友的調侃。這個賬號立即貼出了《彭
博社》的一篇深度報道，以證明數據來
源的可靠性。
《彭博社》發表了一篇題為《隨着椰

子系列深受歡迎，Kanye West從破產一
躍成為億萬富翁》的文章。文章分析了
Kanye West 的成長史，證實了他的身
家，同時也公佈了Kanye West本人的商

業野心。
據文章指出，Kanye West的潮流鞋椰

子系列整個2019年的毛利是13億美元
比2018年增長了50%。Kanye West僅
僅版稅就收入了 1.47 億美元。Kanye
West的椰子系列完成了瘋狂增長，也將
Kanye West的身家迅速提到了空前的高
度。

抱怨被《福布斯》低估
不過，Kanye West並沒有就此滿足，

而是繼續擴張其商業版圖。他表示，椰
子系列將走出時尚產業，進入更多行
業。如今的椰子系列是2.0版的，他已經

開始佈局3.0版的商業版圖。在3.0版
中，椰子系列的品牌將進入醫院、建
築、學校等等產業。
如果按《彭博社》的推算，Kanye
West的身家是31.5億美元，他便成為了
當代最有錢的饒舌歌手。有意思的是，他
的資本積累幾乎與他的音樂關係不大，反
而與他的時尚產業佈局關係密切。
Kim Kardashian嫁給Kanye West的時

候，他已經破產，身無分文，可是有無數
好的想法。他曾經寫信給Facebook創辦
人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希望
他投資給自己的創意。朱克伯格根本就沒
有理會他。經過他多年的打拚，Kanye

West終於用產品證明了自己的實力。
然而，Kanye West上月卻未被《福布

斯》列入十億富豪榜，令他十分生氣。他
更向雜誌交出財務文件，並批評《福布
斯》大大低估他的身家，有輕看他之意。

香港文匯報訊 林
芊妤（Coffee）與林德信
（Alex ／林子祥兒子）昨日
一起直播示範瑜伽運動，網民
評價正面，並指這對拍檔表現落
力，效果很好，但跟住做也很吃力。
以下便是部分網民的評論：
文迪：林德信真係好靚仔。
kkkkkkkkkk955：Mission impossible lol
MrJoliverio：每次有嘉賓，Coffee都會特別「喪

心病狂」。
MrMc2013：呢個組合好正！
Bj Chan：呢個組合好好！林德信果然有底子！啲筋好

軟！
Carmen loh：厲害，多謝Coffee and Alex。

Jimmy Lee：
今次出佐（咗）好
多 汗 啊 ， 睇 直 播
（嗰）陣以為自己會跟
唔落去，但係點知完成咗。
跟咗你運動咁長時間，原來真
係冇白流汗水，最緊要係堅持，加
油！
Gremlins wb：
Coffee 我平時睇你既（嘅）片都冇咁快，你
似係 changllene him instead of share with us .
（在挑戰林德信多於與我們分享）

NIC CHEUNG：辛苦哂（晒）兩位，實在太厲害了！

抗疫騷由林德信與林芊妤（Coffee）接棒教大
家做瑜伽運動，在家舒展筋骨。之後張繼

聰、白只、朱栢康及加葱進行清談節目，直到晚上
7時由薛凱琪、鍾舒漫、鍾舒祺、夏韶聲及張繼聰
等分享音樂。夏韶聲特別提到，大家齊心做好現
在，也就會有美好的明天。壓軸環節，新手爸爸古
巨基跟森美齊齊以父親身份分享湊仔心得。
「草蜢」蔡一傑於抗疫期間已開設個人頻道

《傑少煮意》，教大家簡單地煮出色香味俱全的家
常小菜，昨日更聯同YouTuber馬田一起在網上直
播，教觀眾一味「泰式肉碎飯」及梳乎厘，蔡一傑
更戴着「多啦A夢」口罩十分搶鏡，直播期間有網
民要求邊煮邊跳唱《忘情森巴舞》，但卻不獲答
允。
蔡一傑在接受訪問時指出早於新年前曾到泰國

工作，並留下學廚半個月，今次可以學以致用。至
於下廚時直播有否感到緊張？他笑謂：「不會，我
做慣大型演唱會，經常要對着幾萬人來表演，怎會
緊張呢！」至於沒應要求跳着舞下廚，蔡一傑表示
下廚時最重要是與食物有溝通，要尊重食物，不能
求其。問他有否想過開餐廳？他則表示開的話必會
公佈大家知道。又會否去學藍帶課程？他指毛舜筠
說過學得好辛苦，所以自己還是先分享一些家常小
菜，不少朋友都想試其手藝，無奈「限聚令」未解
除，也少機會跟朋友吃飯，只好待疫情過後：「我
最多可以煮到給30人食，不過煮完已經很累，煮
出來的成品都沒心機吃，但身邊的工作人員都發胖
了，我就瘦了不少！」至於草蜢定於8月的台灣演
唱會，都因疫情影響要延期，蔡一傑寄望疫情盡快
過去，一切重回正軌。

薛凱琪疫境不浪費時間
另外，張繼聰、白只與朱栢康在「Stay Home
and Hang Out」環節中，齊齊比拚演技，三位演
員談及抗疫期間均「停工不停做」，即繼續磨練演
技，此時張繼聰自爆跟太太謝安琪之間出現了問
題，但卻欲言又止般，令到兩位主持正替他擔心
時，張繼聰才表明在開玩笑，在演戲，他笑言這樣
做可能後遺症多多，或會傷害到太太和朋友，原來
謝安琪也有收看直播，更留言支持老公，沒為他亂
說話而生氣。
接 着 於 晚 上 7 時 才 開 始 的 「 Music

Night-Sing」，薛凱琪出場時表示見大家留在家應
有少少悶，便用歌聲來陪伴大家，隨即唱出平時少
唱的《慕容雪》，但她唱兩了句就停下來，她笑謂

因冷氣吹着她背部唱不下去，結果叫停再重新開
始。
薛凱琪又翹坐着大談近況指早前自己忙於拍

劇、錄歌，即將推出一首情歌類近王菲《容易受傷
的女人》的旋律。她又透露最近疫情下自己好乖，
沒見朋友，就連父母都少見，只遠距離拿媽咪精心
做的美食，而她本身是有潔癖，現在更加勤洗手和
清潔食物：「我現在好正面，趁在疫情下利用時間
不想浪費，再重新去學結他和鋼琴，希望回望時不
覺自己浪費了時間，最近我又狂食肥了8磅，因為
夜晚常看戲就吃即食麵。」
夏韶聲自彈自唱唱了兩首歌，他鼓勵大家像其

歌曲《永不放棄》一樣：「我們昨日做了的儲備到
今日，明日也是靠今日做了的去改變明日，所以今
日遇到很大困難，這亦是全世界的事，大家齊心做
好現在，也就會有美好的明天，太陽永遠都在，只
等烏雲過去。」
鍾舒漫、鍾舒祺與老公則齊齊Jam歌，希望帶給
大家正能量，更特別唱了兩個不同版本的《給自己
的信》，從中讓大家一起將負能量驅散。
壓軸「Parent with me」環節，古巨基（基仔）
在家中飯枱前表示演藝人協會會長古天樂（古仔）
找他演出時，透露想找些演藝人為大家留家抗疫打
氣，他就回覆古仔表演唱歌以外，他更想分享在疫
情下湊仔的心得。基仔透露BB經常吔吔，以
「海豚音」大叫想起身，可能現他已經覺得自己不
再是BB，已大個是little boy要去認識世界。基仔
笑言有日對阿B講「I Love You」，他直覺覺得阿
B回了他一句「I Love You」，這就是阿B的第一
句話。基仔為人父母後，更覺得要孝順父母，和給
予父母更多的耐性。節目完結前，基仔的阿B即場
表演其「海豚音」不停大叫，認真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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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一傑馬田首度合作顯尷尬

■ 鍾舒漫、鍾舒祺與老公齊齊JAM歌，希望帶給大家正
能量。

■張繼聰繼續發揮搞笑本色。 網上圖片

■「輕勾」成員一起訪問加葱。 網上圖片

■薛凱琪近期肥了8磅，因為夜晚常看戲並吃即食麵。

■夏韶聲鼓勵大家要像其歌曲《永不放棄》一樣。
網上圖片

■古巨基是新手爸爸，並分享湊仔經。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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