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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機械人澳門秀“復活”

伊健傷癒伊健傷癒
重演高難度倒吊重演高難度倒吊

■手傷剛痊癒的伊健勇敢做出
高難度動作。

■■從日本訂製從日本訂製
的巨型機械人的巨型機械人
出場時出場時，，觀眾觀眾
好驚喜好驚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黃心
穎、許志安“偷食”（出軌）事件轟動
全城，裕美也曾被指背夫偷食，與無線
藝人黃子恒有曖味，裕美以過來人身份
明白這些新聞對當事人很大壓力，可能
感到絕望，再沒明天；但她認為兩人關
係是一言難盡，外界未必清楚。裕美、
郭秀雲、電影《最佳拍檔》中的“光頭
仔”王嘉明及其細仔、“群姐”許思
敏、陳鈺芸等日前為“世界地球日”進
行啟動儀式，推動清潔環境和環保的重
要性。裕美表示小學時入讀日本學校，
受到他們教育影響，不會隨處丟垃圾，
簡單的一張糖紙都會放在手袋裡，購物
時又會準備好環保袋。

說到近日熱爆全城的“安心偷食”
事件，裕美謂：“事件很轟動，我有看
到報道，當日早上已被電話響聲嘈醒，
開始時還以為是拍戲，我和心穎在劇集
《堅離地愛堅離地》有合作，大家是認
識，很擔心對方狀況，事件中的所有人
會好大壓力。由於不清楚中間的來龍去
脈，私下不發表意見，只希望大家搞清
楚件事，每個人過得好，（有聯絡心
穎？）有傳短訊希望她一切安好。”裕
美曾經也背上“偷食”罪名，過來人的
她表示：“很大壓力，兩個人關係是一
言難盡，有時外人看到的可能是另一回
事，但又不想把私事和家事公開放上
枱，因而導致有另一些結論，往往把事
情放大，有些不是真實，自己親身經歷
過，所以有種不會評論這事的心態，始
終不是太理解。”

裕美認為人性是渴望愛，尤以她是
單親家庭長大，媽媽性格傳統不會表達
愛，縱使多愛你亦不會宣諸於口，好多
時女生便把這份愛投放在男友身上，她
說：“曾經有男友叫我不要當他們是父
親，聽到一刻好生氣，也許是不刻意去
尋覓完整家庭的愛，也是我拍拖多次的

原因，當然不能當藉口，但心理上是需
要，（是否鐘情有婦之夫？）我不知他
們（指“安心”二人）的談話和相交，
以我經驗會處理清楚先，適合時候再一
齊，但好多時情到濃時被情緒和感覺控
制你在不適當時候做的事。”

人夫王嘉明堅定不受引誘
因心穎形象下跌，連累裕美參演

《堅》劇播出無期，裕美謂：“確實不
知有否被抽起，就算抽起也沒感覺，反
而最擔心事件中的所有人，我遇過這些
新聞，明白當中壓力，會覺得人生好絕
望，再無明天，只能鼓勵他們無論任何
事，都是一個人生歷程，（覺得心穎要
出來面對大家嗎？）未必是她不想，或
者公司另有安排，亦有可能她未準備
好。”

王嘉明帶同小兒子出席活動，嘉明
透露忙於經營家族的貿易生意，更形容

是賺到錢的生意，另一方面有玩band音
樂，也想唱歌。說到多姿多彩的娛樂圈
充滿誘惑，他笑說：“不要說到那麼邪
惡，有時是因應自己問題，太太都好放
心，（你不易受引誘？）嘩，已婚男士
就肯定，其他人就不好說，自己肯定是
堅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
儀）陳凱琳（Grace）、梁嘉琪
及林盛斌（Bob）等日前到香港
金鐘出席無線《Think Big共童
跳》記者會。擔任嘉賓的霍啟剛
亦有帶同5歲半兒子霍中曦到場
支持，並與眾人一起玩跳豆袋遊
戲。

台上霍啟剛表示閒時愛帶
子女到戶外活動，由於他的太
太郭晶晶是前國家跳水皇后，
Bob搞笑問他是不是玩跳水？
霍啟剛笑說：“我沒資格，我
年紀大了，我們去行山多，行
山是免費運動。”

已為人母的 Grace 擔任活
動大使，她表示好開心參加親
子活動，見到小朋友，又可趁
機向家長們偷師。

她又談到兩個多月大的兒
子Rafael ，目前重12磅，而她
在照顧孩子技巧方面也越來越
有把握，已會分辨兒子的哭聲
是要求換尿片或是想喝奶，她
笑說：“現在等 Rafael 戒夜
奶，需要多些時間。有朋友提
議一個好搞笑方法，叫我對寶
寶說‘要戒夜奶啦’，如果這
麼容易，天下的媽媽就不用那
麼辛苦，不過我都試過，講完
之後，Rafael 只是看着我。”
她指現在每隔三、四小時就餵

兒子喝一次奶，問到老公鄭嘉
穎可有幫忙？她大讚老公：
“老公半夜三點都會搶着幫忙
餵奶，因為他都夜睡，幸好有
他幫忙。”她笑指家裡添了新
成員後，每日都有很多趣怪事
發生，她說：“試過到街上買
食物，手插到褲袋想拿錢，發
現袋裡有條紗巾，那刻覺得我
真的做了媽咪啦，又有時嘉穎
餵完寶寶喝奶，忘記拿走脖子
上的紗巾。”

同場的梁嘉琪透露去年身
體不是太好，正努力調理身
體，暫時也不會接長時間及日
夜顛倒的工作，又計劃陪家人
去旅行。問曾跟她合作《學是
學非》的黃心穎，近日捲入
“安心偷食”
事，問到她
可有問候對
方 ？ 嘉 琪
說 ： “ 這
時 間 讓 當
事人處理
情緒，
祝 福
大 家
過 正
常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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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歌
手吳雨霏（Kary）日
前宣佈懷第二胎！去
年Kary才為老公Brian
誕下兒子Asher，今年
再 懷 孕 ， 即 兩 年 抱
兩 ！ Kary 日 前 上 載
Asher 的 相 片 ， 相 中
Asher坐在地上，旁邊

有黑板寫着：“I'm 10 months old and
will also be a big bother soon （我10個月
大，快將成為哥哥了）”，還放有一張
超聲波相在旁報喜！Kary當日回覆傳媒
說：“Baby是上天的禮物，我們都好感
恩，謝謝大家的祝福！”

吳雨霏宣佈懷第二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陳健

安（On仔）日前到香港觀塘出席《告別
藝術展》分享會，並即場唱出《告別的
藝術》，他表示歌曲是送給情緒低谷的
朋友，有心靈排毒的作用。

On仔表示曾有歌迷聽完《告》歌後
想起一段十幾年前未放低的感情而大哭
一場，哭完整個人也輕鬆了，他希望大
家能面對失去的痛楚。他透露今次活動
加入了“斷、捨、離”概念：“我每日
都做斷、捨、離，家裡每樣物件都有故
事，最難丟是以前足球的獎項，以前足
球是我第一個夢想，見到的獎原來團火
未熄，只是已經由夢想變成興趣，現在
夢想是音樂。”他又自爆不捨得掉的還
有前度的情信相片、車票和一起看戲的

票尾等，每次收拾都哭上四、五個小
時，所以就把心一橫丟剩相簿。問到是
否對舊情還未放下？他坦言：“不容
易。”他謂今次分享會也有叫歌迷將
斷、捨、離的物件，寫出一個回憶的故
事，帶來做展覽分享，而他就帶來三十
歲生日其家人親手畫的生日卡，他表示
收到時很感動，也不捨得丟掉。

另外，近日全城熱話的“安心偷
食”事件，有傳黃心穎除“偷食”許志
安外，還與一名樂隊結他手有私情？On
仔：“同其他組合不熟，這些不關我
事，加上感情事情外人沒有資格去
講。”說到他曾為鄭秀文（Sammi）任演
唱會嘉賓，事發後可有發短訊問候Sam-
mi？他說沒有：“給點空間她。”

難捨前度情信相片 陳健安說會爆哭

■■裕美裕美、、郭秀雲郭秀雲、、王嘉明及其小兒子王嘉明及其小兒子、“、“群姐群姐””許思敏等為許思敏等為““世世
界地球日界地球日””進行啟動儀式進行啟動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攝

■郭秀雲(右)與裕美(左)呼籲市民
加入成為“環保精靈訓練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

■■陳健安陳健安
帶來家人帶來家人
親手畫的親手畫的
生日卡生日卡。。

■10個月大的Asher要做
哥哥了。

■■吳雨霏吳雨霏

■■霍啟剛帶同霍啟剛帶同55歲半兒子霍歲半兒子霍
中曦到場支持中曦到場支持。。

■■已為人已為人
母的陳凱母的陳凱
琳擔任活琳擔任活
動大使動大使。。

■■大圓環倒吊大圓環倒吊
表演於澳門站表演於澳門站
““復活復活”。”。

當晚吸引了各地粉絲前來捧場，有
日本、新加坡、上海、北京、台

灣等，全場座無虛席，非常熱鬧。伊
健之前右手韌帶撕裂，他一直樂觀面
對，經過兩個月來悉心治療和配合適
當運動後，終於完全康復，高難度倒
吊動作於澳門站“復活”，加上今次
把紅館四面台搬到澳門，就連之前美
國站未能出現的管弦樂團和日本機械
人都一樣“復活”，不少觀眾入場見
到舞台時都驚歎：“嘩，四面台好
厲害呀！”

演唱會由音樂總監陳光榮率
領管弦樂團演奏揭開序幕，伊健
一口氣演唱《甘心替代你》、
《一個為你甘去蹈火海的人》、
《仍能情深愛上》、《直至消失
天與地》和《誰可情深如我》等
經典情歌給歌迷聽，他走到伸延

舞台拉近同粉絲距離，掀起哄動。台
下歌迷高舉各式燈牌熱情回應，其中
有歌迷高舉“一齊打邊爐”（吃火
鍋）字樣的燈牌最吸睛。在第二環
節，伊健大顯身手，又打又跳，而且
成功表演在巨型圓環上倒立的動作，
然後沒有立即下地，而是用雙手支撐
身體吊在圓環，雙腳Hold在半空凌空
踩單車動作，以展示手臂傷勢已成功
痊癒，麒麟臂和腹肌都非常有力。所
有動作完成後，伊健展現滿意的笑
容。

舞蹈服飾有變化
而在另一環節，專程從日本訂製

的巨型機械人出場時，不少觀眾感到
驚喜，機械人與伊健對打加上煙花和
爆破效果，嘩聲四起，最後他們化敵

為友大團圓結局，伊健帶住機械人繞
場演唱《友情歲月》，全場一萬二千
人大合唱，非常震撼。

雖說今次伊健將紅館演唱會歌單
原汁原味帶到澳門，但在舞蹈和服飾
上都有變化，其中之一是他換了一身
“白馬王子”造型出場，令人“心
心”眼，安哥時穿上招牌白背心的伊
健一唱《自動勝利》就全場起哄，就
連已換了便服的舞蹈員都衝上台伴
舞，全場High爆！

伊健在表演後接受訪問，坦言好
滿意澳門站演出，尤其是觀眾反應非
常熱烈。至於手臂傷勢，他說：“好
了，多謝醫生和健身教練 Michael 悉
心照顧，這個倒吊動作之前練了好
久，終於可以再做到，令演唱會好圓
滿。”為配合不同地方舞台設計，伊
健透露每個站都會有變化和驚喜。

過來人拒評“安心偷食”
裕美稱兩人關係一言難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鄭伊健於二月在紅館開秀時，不慎弄

傷右手臂以致韌帶撕裂，被迫取消在大圓環的倒吊表

演，經過一段時間治療後，已告痊癒，日前伊健舉行“Along

with Ekin Live Concert 2019-澳門站”演出，便把高難度倒吊動作於澳門

站“復活”，就連之前美國站“消失”的管弦樂團和日本機械人都在當晚圓

滿呈現出來，令現場觀眾大飽眼福，贏得全場掌聲。

■■澳門站上澳門站上，，伊伊
健換了健換了““白馬王白馬王
子子””造型出場造型出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