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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尾場除了有金剛、羅力威、李璨琛、
As One等捧場外，未婚妻昆凌偕「未來

奶奶」葉惠美一齊坐，雖然中間隔住一位男
士，但總算比以往幾場坐得親密，但兩位對鏡
頭大為避忌，當記者上前影相時，立即擰側
面，即時有六名工作人員遮住他們的臉外，更
用手拍打記者的相機。

男歌迷哭着送祝福
Jay在最後一場表現high爆，在點唱環節都大

方讓歌迷上台合唱，Jay首先選了坐場地最後排
的一位內地男歌迷，對方主動要求上台合唱
《楓》，他上台後立即說：「知道我最愛的男
人要結婚，我哭了一天，我想祝你幸福。」Jay
大為尷尬，上前抱抱安慰男歌迷，然後說：
「好感動，謝謝你，我也祝大家幸福。」
而對另一位獲選的香港女歌迷，Jay大方叫她

邀請「姊妹淘」一齊上台，他笑言：「姊妹一
起上台吧，有時候我一個人孤單的唱很可憐，
有人上台陪我唱，很感動。」女歌迷坦言追隨
Jay十四年，更代表歌迷們送上祝福，她說：

「認識周杰倫14年了，看着你長大，你也看着
我們長大，世上只有一個周杰倫，不管你現在
什麼身份，我們都祝你幸福快樂，繼續做自己
就好了。」Jay在旁扮喊，更着歌迷用廣東話再
講一次，他說：「好感動啊！」然後逐一送
抱，一齊合唱《暗號》一曲，場面熱鬧。
Jay完騷後接受傳媒訪問，他透露新專輯12月
發行，希望大家聽聽新歌後，他想籌備新一輪
的演唱會，盼明年再來香港開騷，他表示：
「場地要有，我知道紅館很多人用。」問到是
否籌備婚禮比較緊要？他笑笑口稱：「先結
婚，再來開演唱會，日子就是36歲生日之前，
還有兩個月時間，（緊張嗎？）不緊張，這個
問題問很久了。」他表示一直忙新專輯跟巡迴
演唱會，現在終於有空可以做該做的事。

暗示未來兩個月忙婚事
提到一直有傳他在最後一站的尾場演出將會
向未婚妻求婚，Jay表示真的有計劃過，只是後
來打消念頭，他說：「這個提議不錯，但演唱
會已經唱完了，其實真的有想過在台上做這件

事，也蠻多人在台上做這件事，但我覺得台上
應該留給歌迷的，家務事還是偷偷來就好。
（公布？）先偷偷來，再告訴大家。」
Jay表示身為音樂人，演唱會舞台上在歌迷見

證下求婚是不錯的事，畢竟不少歌迷都借用他
演唱會的時候來求婚，但人家想到了就不想再
用，唯有再想想其他方法，記者笑指昆凌在台
下等了很多場，他笑笑口說：「她來聽歌的，
聽歌就好，不用緊張，我會告訴大家的，（巴
黎婚禮？）沒有沒有，總之生日前我會完成這
件事，大家再等等。（昆凌一定肯答應？）還
不知道，但也差不多了吧。」
隨後工作人員要求記者不要再追問有關婚禮

的事，Jay即時表示見到「歌神」張學友來看他
演唱會，非常開心，他坦言去年每場都邀請不
同嘉賓，今年希望將時間留來唱新歌，所以只
有懇請大家來看而沒有上台合唱。Jay暗示未來
兩個月將會投入「家務事」，新專輯暫時沒有
宣傳期。對於昆凌上台灣節目《康熙來了》被
逼供，他笑言：「《康熙》真是個恐怖的節
目，不可以隨便亂上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
杜德偉、余文樂及王敏奕等日前
出席派對，樂隊Supper Moment
上台助興，當唱到杜德偉的《影
子舞》時，杜德偉歌癮大發走上
台jam歌大搞氣氛。
杜德偉以上世紀80年代復古造
型亮相，他笑指穿了一張歐洲機
票上身，不過他亦自認貪靚得來
也注重健康，經常運動，保持到
好身形自然又去買靚衫扮靚仔一
點，故也捨得花費添置新裝。太
太會否叫他節儉一點？他帶笑指
太太會跟他一起買，且也不用她
去慳，他賺錢太太花費好應份。
杜德偉於11年成立時裝個人品
牌，他指這門生意要長時間投
資，暫不求回報，畢竟還在學
習，太太亦有參與負責平面和視
覺設計。
余文樂日前送上花籃祝賀周杰
倫在港開騷，並寫上「不要再演出

了！快點結婚」，樂仔坦言知道周
杰倫想結婚，還定下了時間，但樂
仔笑說：「我就不會這麼笨把自己
限死，況且也還未是時候！」他又
笑指對方好低調，因此連其女朋友
也沒見過。樂仔剛度過33歲生
日，但於他餐廳舉行生日派對被拍
到他攬外國女性，他澄清對方是朋
友的女朋友，雖然他本身不抗拒異
國戀，畢竟思想也較傳統，若與外
籍女生拍拖，會擔心她跟難跟家人
溝通。

王敏奕強調未恨嫁
王敏奕單拖出席活動，男友曾

國祥未有同來，她指男正忙於拍
戲，提到有指才拍拖一年，她已
向男友逼婚，王敏奕否認說：
「我都不知應講甚麼好了，隨便
雜誌怎講吧！」對結婚已有共
識？她指一切順其自然，彼此一
起開心便可以，況且大家工作都

忙，自己還未恨嫁，現先會專心
工作。已視國祥為結婚對象？她
笑說：「不刻意抗拒，其實沒特
別想太多，大家懂互相照顧對方
的心情就可以了。」王敏奕透露
即將演出一齣鬼片，但她本身很
怕鬼，希望拍攝時劇組人員會陪
伴她左右。

香港文匯報訊黃美棋和緋聞男友鍾健威（Ray）為拍攝有線新節目
《好想戀愛三藩市》，結伴到美國三藩市同遊22日。旅程中日夜相
對的他們，擦出無限火花。出發前Ray揚言會好好照顧黃美棋，旅途
中Ray果然守信，細心體貼的照顧美棋，交談時以「BB」稱呼美棋。
二人到訪多個情侶必遊勝地，又在舊金山渡輪大廈玩得不亦樂乎，

然後到區內多個小店品嚐美食，試食法式長棍麵包時，二人一頭一尾
吃起來，舉止親密。Ray不時主動拖着美棋的手，漫遊特色精品店和
服飾店；又會互相試戴同一副太陽眼鏡，每到一個景點都會合拍留
念。當他們途經一間生蠔自助店時，愛吃生蠔的美棋自然食指大動；
Ray即自掏腰包，滿足美棋的心頭好，更同食一隻生蠔，非常甜蜜。
之後，二人到太浩湖乘坐小輪遊湖，該處湖水清澈見底，Ray即時大
賣口乖，讚美棋如湖水般清純，聽得美棋甜在心頭微微笑。

香港文匯報訊台灣舞后溫嵐將於12月19日登上北
京工人體育館，舉辦個人世界巡迴演唱會「舞動嵐
圖」。溫嵐為了這次演唱會不分日夜不停練舞，當中
不少更是高難度動作而導致練習期間已傷痕纍纍，但
為了演出可以讓歌迷看得盡情，她咬牙忍痛都堅持要
繼續訓練，絕不鬆懈。
好姐妹丁噹於日前趁着溫嵐綵排空檔，特別帶備有

機蔬果現身探班，丁噹
說：「來台灣推出專輯
前就已常聽溫嵐的歌，
去年做節目時在後台聊
天並互留電話，過兩天
她就請我去她家吃飯，還
會相約逛街、看電影。而且她
所煮的食物都超美味，絕對是
出得廳堂的好女人典範。而且
我有提她演唱會的時候一定要
注意腳下，要保持清醒的頭
腦，因為我剛看到她為了演唱
會而兩腿皆瘀，真的很心疼，
但看到她真的很努力，也為她
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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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謝婷婷前日
到中環為首飾品牌開幕禮擔任
剪綵嘉賓，身穿紅色低胸長裙
的她笑說希望有多點空間展示
珠寶才選擇了低胸裙，並自言會
在此品牌選購聖誕禮物給母親狄
波拉及哥哥謝霆鋒女友王菲。問
她會送什麼給阿菲？婷婷說：
「應該送隻可以刻字的手鐲給她，
可能刻他們的名字，但又不可以叫
哥哥戴一樣的東西，你們有什麼提
議？（阿嫂？）好呀，但會嚇死
她，都是不好了。」她又謂至今仍
未見過阿菲，也未有托哥哥相約阿菲
在聖誕節時聚會，但自己今年不會出
埠。那叫哥哥約阿菲來港？婷婷即
謂：「那就最好了。」

向JessicaC.派定心丸
另，提到有報道指她與前男友戴尚安

（Sean）拍拖時常發公主病，婷婷慨嘆
稱每次不是說她不好就是男方不好，惟自
己一向獨立長大，不會有公主病，也未有

因報道不開心，因哥哥常教她食得鹹魚抵
得渴的道理，並自爆Sean曾提議過開記者
會公布分手消息，但最後選擇在網上公
佈。又提到她向Sean母親李桂蘭黑臉的傳
聞，婷婷即謂：「我和他媽咪關係好好，
拍拖時見她的時間比見我三個家人多，我
真的當她是家人，絕對不會黑面，因我和
哥哥對長輩都好有禮貌。」
至於有傳Jessica C.（JC）避免男友安志

杰（Andy）與婷婷翻撻，故已火速與An-
dy同居，婷婷表示不會
與Andy復合，只會祝
福他們，而且與Andy
已很少聯絡，若談也是
有關寵物的話題，「他
在我心目中是好朋友，
要幫忙我會馬上幫手。
（可感JC此舉不夠大
方？）只是傳，可能她
不是這樣想，他們現在
蜜月期不會理其他人，
我也不認識JC，只在活
動上碰過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楊怡、張繼
聰、楊明及林夏薇等，前日出席無綫新劇
《逆戰塘西》造型記者會，身為女主角的楊
怡，透露劇中飾演馬姐，並會愛上楊明，不
過二人就沒有激情戲，最激只是滿山跑。
楊怡表示今次首次跟楊明及張繼聰合作，

而跟楊明更是同期訓練班同學。說到劇中兩
位男主角阿聰及楊明都是首次擔正，新劇要
靠她「孭飛」？楊怡即否認道：「唔會，咁
樣至有新鮮感，孭飛不敢當，我自己都在學
習中，都是靠大家。」
近日一劇接一劇的阿聰，在新劇中飾演一

名貪污警察，他又特地為新劇剪了一頭短

髮。對於首次擔正男主角，他就笑道：「我
每次演出都當自己是（男一），就算只有一
日戲都會盡力去做，（會否有大壓力？）沒
去想呀。」他又稱為了演出新劇，事前看了
很多三十年代的東西，了解當時人的心態，
近期更日日聽小明星的歌。劇中他聰會有一
段有三角戀，他笑言暫時未見有激情戲，但
就知道未要兩個月要狂跑，因為當時沒有警
車，而劇本有很多要在荒山野嶺跑的戲份。
另外，林夏薇在劇中飾演塘西妓女，戲中
要風騷勾引男友，對她來說是一大挑戰。提
到其堂兄林峯轉向電影方面發展，她指林峯
有自己的想法，希望他發展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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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台灣天王周杰倫（Jay）一連六

場在亞洲博覽館舉辦的《魔天倫2世界巡迴演唱

會》日前圓滿結束。當晚Jay的女友昆凌繼續捧

場，更偕「未來奶奶」葉惠美一齊坐，未入門已

經一家親。至於Jay完騷後受訪時承認，早前的

確考慮過台上求婚的計劃。

■昆凌（前排右一）
與「未來奶奶」葉惠
美（前排左二）的中
間隔着一位男士。

■黃美棋和鍾
健威在美景前
親密合照。

■

溫
嵐(

左)

獲
好
姐
妹
丁
噹
現
身
打
氣
。

■杜德偉捨得花費添置新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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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杰倫選了一位男歌迷上台合唱。

■周杰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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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給歌迷。

■周杰倫盼明年再來港開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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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有字的手鐲給
王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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