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阿祖）香港爆發第三波新冠肺炎，關
之琳（之之）連日來都留在市值1.5億半山豪宅沒有外出。

她昨日在社交平台分享其抗疫生活，在未爆發第三波
疫情時，之之去學打鼓及空中瑜伽，而她外出活動均
全部有戴上口罩，衞生意識十足。從短片所見，之
之由導師指導下，一次過便做出360度空中翻
騰的瑜伽動作，她也流露出滿意的神情。不
過疫情再度變得嚴峻，之之只好留在家
中大廳做運動，其愛犬「燒豬」則自
顧躺着沒理會她，之之在做伸展
運動，不忘自嘲動作似在抹
地。之之是大美人，明白
做漂亮女人不能躲懶，
故她的好友楊小娟
及汪詩詩也留言
讚 之 之 好
fit。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

音樂串流平台JOOX發布本年度第
二張「JOOXTOP 聽推介」成績
表，全數55個獎項順利誕生，莫文
蔚（Karen）憑《飛虎之雷霆極
戰》主題曲《呼吸有害》登上
「TOP聽推介OST」主題曲榜首；
胡鴻鈞捧走5個獎成大贏家，出道
僅一年的生力軍姜濤走勢不弱奪4
獎，力壓多位前輩級歌手。
Karen相隔多年再次推出廣東歌
《呼吸有害》，大獲好評，身在外
地的她表示：「好開心《呼吸有
害》成為了第一名！我剛推出了這
首歌的動畫終極版MV，希望大家
喜歡。我亦將會推出一個慈善Box
Set，希望可以幫助一些受疫情影響
的電影工作者籌款，大家可以多多
支持。」
胡鴻鈞主唱的兩首電視劇歌曲
《凡人不懂愛》及《十字路口》則
獲「TOP聽推介OST」第二、三位
及「樂迷最愛 OST」，又奪得
「TOP聽推介ARTIST」第六位及
「樂迷最愛Artist」寶座，是最豐收
男歌手，他分享感受：「多謝頒了
這幾個獎給我。接着我會推出一首
新歌《你幸福嗎？》，希望到時大

家都會喜愛和支持！」
姜濤憑《蒙着嘴說愛你》，一口

氣拿下四個獎，除了「TOP聽推介
本地歌曲」的第四位及「TOP
SING推介K歌 」的第三位，還有
由樂迷投票選出的「樂迷最愛本地
歌曲」及「樂迷最愛K歌」，在兩
個組別中合共吸到接近50萬張選
票。姜濤說道：「我自己很喜歡
《蒙着嘴說愛你》這首歌，因為能
夠讓聽歌的人感受到正能量。有機
會的話，我想跟周柏豪前輩合作，
總是覺得他全身都有滿滿的正能
量。」
其他得獎歌手還有衛蘭、林家

謙、許靖韻、林奕匡及JC陳泳彤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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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音樂會《屈臣氏蒸餾水×
C ALLSTAR WECARE 慈 善

Live》將明晚舉行，邀請到為慈善而
合體的組合C AllStar，聯同鄭欣宜及馮

允謙一齊為慈善唱好歌。今次Live show更
破天荒，無Rundown，大玩即場互動「你點

咩、就唱乜」，不論飲歌還是cover ，即點即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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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琳豪宅做運動避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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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凡文）劉少君
於本月20日確診新冠肺炎入院，留院11日後，昨
日終告出院，暫時會到酒店休養。全面康復的他，
身上留有抗體，或可在這段時間減低病毒入侵，經
此一役，劉少君對醫護界所有醫護人員更加欽佩，
多謝在他住院期間無微不至的照顧，要向所有醫護
人員畀「LIKE」。同樣確診新冠肺炎的麥德羅，
仍需留院，對老友劉少君康復出院送上恭喜，笑言
如同中了六合彩一樣！
劉少君多次拍片向傳媒交待留院進展，昨日早上

靜待驗血報告，昨午便向傳媒報喜，透露可以出
院，並迫不及待換上便服，看來精神不錯，但就比
之前略瘦，他開心說：「收到好消息，我已經全部
復原，幾小時後便可出院，在伊利沙伯醫院治療
11日，多謝所有醫療團隊細心照顧及主診醫生治
療過程決斷英明，希望大家要注意衞生，最重要是
對抗病毒，多謝大家的關心。」
劉少君：「這個是無形病毒，不知哪時候在你身

邊，最重要是24小時保持衞生，個人衞生好重
要，現下心情猶如發了一場噩夢，如今走出來便是
好夢，今次最深感受是香港醫護人員真的好盡心盡
力醫治病者，真的好感恩，要畀個LIKE所有香港
醫務人員，多謝他們照顧我們，多謝晒！」

鄧達智：藥物反應較厲害
其好友麥德羅因病情反覆未能出院，但得

知劉少君出院也很開心：「恭喜劉少君可
以出院，等同中咗六合彩一樣，唉！
我都希望出院！OK，恭喜
你，希望呢兩三日我都會有好
消息啦，因為健康比財富更
可貴！」
時裝設計師鄧達智

（William）因確診
新冠肺炎入院
接受治療。

目前住在二人負氣壓病房。
William打針後有較劇烈的藥物反
應，體溫更一度達39度，他拍片透
露：「打針後，藥物反應比較厲害，昨
（前）晚發燒發冷一整晚，人很累，身體
也在顫抖，所以現在錄片其實也在抖。」
此外，曾主演美劇《絕命毒師》、金球視帝的

64歲美國男星拜仁鈞士頓（Bryan Cranston）近日
也在社交網上自爆曾經染上新冠，目前已康
復。他透露：「我嚴格地遵守了相關防疫規
定，不過卻還是染上了，但很幸運的是，
我只有輕微的症狀。」已康復的他早
前也到了洛杉磯的一家血液中心捐
血，希望他身上的抗體有助疫
苗研發。最後他也呼籲大家
記得戴口罩、勤洗手及
保持社交距離。

在疫情下度
過生曰，

丁子高感性留言：「又
一年，今年是匆匆的一

年，慶生同時突然感慨人生每
天的變幻莫測。疫情使慣常的生

日派對和慶祝聚會減少，但早上起
來能看到老婆親手布置的小心意更加動

容可貴。很珍惜身邊我愛和愛我的家人、
一班兄弟及好朋友；生命無常，雖不知明天
如何，但每次與你們相聚都是難忘的回憶，
永記心中。生日願望希望大家能重拾開開心
心的無罩生活，人人有飯食，個個有工開，
身體健康，經濟復甦，每個人都能夠做喜愛
的事，對將來仍抱有希望，不好的事情盡快
過去。」
其後，他又貼上同事們送予的二次創作
「丁子派」賀卡，留言：「謝謝一班最可愛
的同事們！今年雖然舉步艱難，並不容易
過，但感恩感激沿途有你們，如家人般的戰
友，一直堅持和信任，互相扶持，互相鼓
勵，關關難過關關過，只要大家繼續相信，
最好的事情一定會出現的。」

美魔女溫碧霞54歲的性感
同是昨日41歲生日的關心妍（Jade），於
社交平台分享4歲女兒畫畫送她作為生日禮
物的短片，由於疫情嚴重，Jade不能帶女兒

外出為自己挑選生日禮物，女兒便說要畫一
幅Melody公仔的畫送給媽咪，還讓Jade幫手
一齊畫。畫完畫後，Jade就獎勵女兒，給她
吃自己親手炮製的西瓜和士多啤梨冰淇淋，
女兒吃得津津有味，場面好溫馨。
美魔女溫碧霞（Irene）於前日度過54歲生

日，老公Kenny為她安排了船河生日派對，
Irene於社交平台分享美好的時刻，Irene身
穿橙色性感泳裝與老公咀嘴慶祝，之後又與
兒子一家三口開心合照，同場還有幾位Irene
的同學。

山聰囝囝滿月表情多
此外，月初宣布榮升做爸爸的陳山聰，

囝囝陳霆軒（Jaco）轉眼已滿月，因疫情關
係未能大事慶祝，山聰一家三口只好齊齊
穿上家庭裝拍照留念，從相片中見山聰太
太神色不錯，而Jaco也表情多多。手抱住
囝囝的山聰盡顯父愛。有替囝囝開社交網
的山聰，幫囝囝留言道︰「我滿月喇，感
謝Daddy媽咪，仲有陪月姐姐同姐姐的照
顧。我會繼續努力做一個超能BB激屎喎
（激死我）Daddy！」山聰自己就回覆︰
「你要乖乖地（哋）孝順父母、快高長
大、身體健康、有型有款！」
今年再為人父的黃祥興，農曆年出生的細

仔Damien也6個月大，祥興上載與囝囝的合
照，又為囝囝切蛋糕慶祝。見Damien對蛋
糕反應特別興奮，祥興笑稱囝囝6個月大已
懂得坐，所以獎他吃糊仔做生日禮物：「他
超級鍾意，應該是一個好為食的小朋友。要
準備多些加固食譜給你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阿祖、達里）

丁子高昨日41歲牛一，疫情當下，今年的他並沒

大事慶祝，丁子高踏入生日的零時，便在社交平

台貼上一張布置好慶祝生日的場地相片，當中寫

了Happy Birthday，還有吹氣氣球、香檳氣球

等，甚有氣氛，原來是千嬅送給老公的一份

別出心裁禮物。對於這一份誠意十足的

驚喜，丁子高為之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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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鴻鈞橫掃胡鴻鈞橫掃55獎獎。。

■莫文蔚
現時身在
外地。

■■丁子高搞笑生日丁子高搞笑生日
賀卡賀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楊千嬅一家幸福慶
生日。 網上圖片

■溫碧霞出海慶祝生日。
網上圖片

■■麥德羅對康復充麥德羅對康復充
滿信心滿信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C AllStar做
善事抗疫。

■關之琳勤做運動，愛犬卻懶
洋洋，相映成趣。 網上圖片

■關之琳早前曾學打
鼓。 網上圖片

■■劉少君戰劉少君戰
勝病魔勝病魔，，身體身體
已有抗體已有抗體。。

■楊千嬅在家為丁
子高生日作精心布
置。 網上圖片

■陳山聰一家
樂也融融。

網上圖片

■■黃祥興囝囝對黃祥興囝囝對
蛋糕反應特別興蛋糕反應特別興
奮奮。。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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