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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
匯報訊（記者 倪
夢璟、阿祖）近日在長
三角文博會首場直播活動
中，王祖藍帶來了主題為「『藍』不
住好貨、巔峰直播」的線上帶貨活動。此
次化身帶貨達人的祖藍不僅帶來了眾多便宜
好貨，也助力扶貧產品。他說能在雲端助
￭王祖藍囡囡表現大方得體。
￭王祖藍囡囡表現大方得體
。

力扶貧，並為文創產品和援建地區
帶貨感覺非常暖心，他更稱讚
內地直播帶貨以及電商
發展已走在世界
前端。

點讚內地直播帶貨發展

王祖藍助力
談及中國內地直播帶貨的發展，王祖
藍忍不住點讚：「我發現很多國外

的地方也開始學習中國的直播帶貨還有電
商，在這一塊，我們國家絕對做得是最強
的。」他表示，相信隨着相關行業有了更
加規範的管理之後，相關領域也會更加健
康地發展。
而參與直播帶貨超過一年的王祖藍，自
己也一直是「買買買」團的一員：「我經
常在自己的直播間搶我自己帶貨的東
西。」愛妻好
男人自然更為
妻子考慮，
不僅時刻詢問
「老婆你要買
什麼？」還會
「 貨 比 三
家」，也正因
如此，當回答
對自己直播最
￭胡杏兒大仔吃得很有霸 大的期待時，
氣。
祖藍笑言：

￭ 胡杏兒穿上黑色
戰衣在郊外拍攝。
戰衣在郊外拍攝
。

￭李日朗跟黃
榕原來已相識
近 20
20年
年。

「我期待能在自己的直播間搶到商品。」
對於長三角和大灣區的文創聯動，王祖
藍表示，目前正籌備相關文創節目，相信
明年初會和觀眾見面，他作為香港演藝界
內地發展協進會的秘書長，亦希望在文創
方面為青年交流工作提供更多助力與機
會。

胡杏兒晒黑色性感戰衣
另外，王祖藍將第二度做爸爸，最近他
工作以外，大部分時間留作陪伴太太李亞
男待產以及與女兒王天韻（Gabby）樂聚
天倫。祖藍昨日於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條視
頻，見 Gabby 拿着雪條好滋味在吃，但她
也懂得分享，遞給爸爸祖藍一人一啖，不
過祖藍好頑皮，竟大口幾乎將整條雪條吃

￭李亞男將為家庭
增添新成員。
增添新成員
。

光，Gabby 見狀卻沒顯得失望，還將剩餘
少許的雪條送到負責拍片的媽咪李亞男口
中，可見她毫不吝嗇，都是父母從小教導
有方。
此外，胡杏兒月前帶着細仔李奕霖
（Ryan）回內地工作，主要參與綜藝節目
《演員請就位 2》，她昨日在社交網貼上
身穿黑色性感戰衣美照，並留言：「今晚
決戰16強，戰袍一定要夠有型，凱歌導演
戰隊的 dress code 是『王者黑』！」實在
霸氣。另邊廂，老公李乘德前晚則在社交
平台發片，片中兒子 Brendan 在吃啫喱。
Brendan 每吃一口啫喱，就興奮舞動起
來。杏兒忍不住留言笑問囝囝為何這麼有
趣？老公回覆「因為有爸爸的基因」，杏
兒亦不甘示弱謂「也有媽媽的份兒」。

布志綸加盟新唱片公司
盼與同系歌手擦出火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芬 ） Sony Music 前 晚
舉行喬遷派對並預祝聖
誕 ， 由 陳 柏 宇 （Jason）、林奕匡（Phil）、
黃 妍 （Cath） 、 葉 巧 琳
（Mischa） 、 陳 明 熹
（Jocelyn）及 Michael C.
以主人家的身份現場獻
唱，招待來賓。前晚 Sony Music 亦 宣 告 布 志 綸
￭一眾歌手出席喬遷派對並預祝聖誕
一眾歌手出席喬遷派對並預祝聖誕。
。
（Alan）正式加盟。
前晚的音樂派對上，打頭陣的Phil自彈自唱《安徒生的錯》，接棒演出的Cath及Michael C.演繹謝震廷《你的行李》、Mischa 及 Jocelyn 演繹莫文蔚《呼吸有害》。新
加盟的 Alan 久未在舞台上作公開演出，拿起結他自彈自唱《人在野》，充滿感
情的歌聲令網民都不禁狂讚「好聽！」來到壓軸的Jason唱出新歌《感情這回
事》後，再與一眾歌手演繹《You Are Not Alone》，與現場觀眾一同提
早同賀聖誕，音樂派對亦在這溫馨歡樂的歌聲下圓滿結束。
Alan 新加入這個大家庭，讓眾人都十分興奮，Jason 在台上亦自
爆跟 Alan 其實十分有緣，他說：「細個我哋唔相識，但我喺加
拿大時嘅保姆，就係 Alan 去加拿大時租住嘅地牢嘅同一家
￭崔勝元近日
人，所以我哋有個好 close 嘅共同朋友。好開心 Alan 加入
傳出健康不穩
公司，佢係一個好有才華嘅歌手。」
的消息。
的消息
。
主人翁Alan也十分期待在新公司的發展，他說：
「Sony Music 係一個好富有音樂性嘅品牌，希
望可以喺度盡情發揮我對音樂嘅諗法。我都
好鍾意 Sony Music 嘅歌手，每個都好有
自己 Character，希望日後可以同大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35 歲韓國男星崔勝元近日被傳出
合作，做到新鮮有趣嘅嘢出嚟，樂
白血病復發，其經理人公司亦回應了他目前的病情，否認外間傳聞所
迷可以聽到更多唔同嘅音
指情況危急，並表示會盡一切努力幫助崔勝元康復。
￭布志綸十分期待
樂。」
崔勝元曾出演過韓劇《請回答1988》，飾演惠利的弟弟成餘暉，正是
在新公司的發展。
在新公司的發展
。
因為這一角色他被大家所熟悉。他畢業於韓國國民大學戲劇系，演
技也是很優秀的，2007 年他作為音樂劇演員正式出道，之後他出
演過電影《慢放鏡頭》和電視劇《風在希望之地吹》等等，都
受到了觀眾的喜愛和歡迎。
香港文匯
在 2016 年拍攝《魔女寶鑒》的時候，由於受傷血流
報訊（記者 阿
不止，崔勝元被確診了白血病，不過經過積極的治
祖）王馨平昨日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
療，在同年12月的時候已經治療痊癒出院了，並
社交平台上載與湯寶
昨日潘志文、劉錫賢、王俊
且開始出來接活動演戲，回歸到演員的工
如、黎瑞恩（小恩子）及
棠、李錦聯及譚炳文女兒譚
作。
周慧敏聚會合照，四位同是當
淑瑩等出席記者會公布「演
據悉，他於 6 月時正準備拍新劇，但
年寶麗金小花，如今重聚一起，
藝同心網上慈善馬拉松籌款
健康出現變化，因而再度接受治
看來各人都沒有多大改變，周慧敏
演唱會」將於本月 28 日至下
療，現時正康復當中，只是因要
依然是清純玉女，王馨平越見有女人
￭安德尊
月 4 日舉行，由參與的約 50 位
進行最後一次手術，需要持
味，湯寶如還是短髮型格，小恩子則巳大
藝人輪流每天演唱 3 小時，主要為
續輸血。
個女成熟不少。
為圈中65歲以上資深藝人籌款。
對於崔勝元的白血
而王馨平又上
李錦聯自爆繼之前在《陀槍師姐2021》與歡
病再一次復發的消
載一張只有她跟
喜冤家安德尊（大王）一起客串演出外，下月
息，讓不少粉
周慧敏和湯寶如
將再為無綫節目《踩場》擔任其中一集嘉賓，
絲擔心其健
的合照，此組合
他笑言很不幸又要跟大王一起做節目，但今次是
康狀況。
在 26 年前一起合
「升呢」做嘉賓，笑問會否擔心到時會刀光劍
唱過經典卡通片
影？他笑說：「血拚一定會，但不用使出武器，
主題曲《美少女
我會用說話去刺死他！」至於李錦聯有在深水埗
戰士》，因此勾
￭李錦聯在深水埗區經 區經營飲食生意，疫情之下不免受到影響，生意
起不少網民的集 ￭左起
左起：
：黎瑞恩
黎瑞恩、
、湯寶如
湯寶如、
、周慧
營飲食生意，坦言有受 下跌約五六成，還幸外賣方面保得住生意額，才
體回憶。
敏和王馨平難得同框。
敏和王馨平難得同框
。 網上圖片
疫情影響。
得以維持下去。

崔勝元傳白血病復發

李錦聯預告《踩場》再遇安德尊

寶麗金四小花重聚

李日朗苦練腹肌續做小鮮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
里）李日朗（Don）、黃榕、
張松枝等人昨日出席《義本無
毒》禁毒電影創作比賽《無毒
2》頒獎典禮，近期經常出雙
入對的 Don 和黃榕，二人原
來已相識近 20 年，Don 更獲
黃榕贊助做健身，希望練出六
塊腹肌，不想提早踏入中年。
Don 坦言一直欣賞和佩服黃
榕，見證她由做第一代𡃁 模、
打碟 DJ 到現在做專業健身教
練，過程並不簡單。黃榕就笑
指 Don 質疑她的教練能力，
在一起操練的時候，終於證明
她的負重能力比對方高。問到
Don 為何有健身練大隻的念
頭，他笑道：「我想由中年發
福變到有六塊腹肌，繼續做小
鮮肉。因為疫情下自己開始痴
肥，已經肥了 8 磅，感覺個人
都鈍了，而且工作上也要有準
備，不想太快就要演中年角
色。」黃榕也看好 Don 有練
大隻的潛質，因為對方刻苦耐
勞，舉起 20 公斤的啞鈴也毫
無怨言。

扶貧產品

￭王祖藍稱讚內
地直播帶貨以及
電商發展已走在
世界前端。
世界前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