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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厚禮祝賀新歌點擊破百萬

鍾柔美到廣告牌燈箱
鍾柔美
到廣告牌燈箱

東南亞版

◆鍾柔美喜
獲粉絲在鬧市
買燈箱廣告打
氣。

打卡回禮
打卡
回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李思穎）「聲夢」四小花炎

明熹（GiGi）、姚焯菲（Chantel）、鍾柔美（Yumi）及
詹天文（Windy）去年底組成女團「After Class」，繼炎
明熹和姚焯菲後，「聲夢」小花鍾柔美早前也推出首支個
人單曲《Breakin' My Heart》，點擊率衝破百萬，粉絲更
出資投下廣告牌燈箱為新歌打氣，鍾柔美亦專誠到燈箱前
打卡，以答謝粉絲支持及厚愛。

鍾柔美的新歌推出後反應良好，當
中手指舞更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MV 最近已突破 113 萬觀看次數。為慶
祝 Yumi 取得好成績，她的粉絲特別送

◆ 鍾柔美感謝粉絲的支持
鍾柔美感謝粉絲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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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份禮物給偶像，合資投下廣告牌燈
箱作新歌應援。Yumi在疫情下多留家抗
疫，知道粉絲心意後，也忍不住扮靚到
燈箱前打卡留念，並表示新歌有好成績

感到開心和感恩，多謝粉絲一番心意和
喜歡《Breakin' My Heart》的人、創作
團隊、排舞老師及舞蹈員。最後，Yumi
希望之後有更多新嘗試，也盼望疫情早
點散退，好讓她可以現場近距離表演唱
歌給大家欣賞。

張馳豪潘靜文互相讚美
另外，「聲夢」學員張馳豪（Aska）
及潘靜文（Sherman）在接受主播許文
軒（Edmond）訪問中，大談二人成為
熒幕情侶的感受。Sherman 直言一度擔
心Aska粉絲不接受，她說：「初初有驚
Fans 會不鍾意，幸而都沒有，他們還幫
我兩個改名叫『SherKa』，我都幾鍾意
這個名字，好開心他們好受落！」
說 到 二 人 首 次 合 作 拍 劇 ， Aska 笑
說：「拍《青春本我》第一次收到劇本
圍讀時，導演講我們是一對，當時兩個
◆ 張馳豪與潘靜文接受
Edmond（
Edmond
（右）訪問
訪問。
。

占基利狠批韋史密
◆
夫的暴力行為。。

占基利厭惡韋史密夫暴力行為

珍達娉琦首發聲籲癒合和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自丈夫韋
史密夫（Will Smith）日前在奧斯卡頒獎
典禮甩諧星基斯洛克（Chris Rock）一巴
掌以來，珍達娉琦（Jada Pinkett）前天
首次公開發言，在社交平台發文促癒合和
解。

占基利：是我索償2億美元
珍達娉琦在貼文上表示：「這是癒合
和解的時節，在此給予我的支持。」這
篇帖文雖然沒有特別提到巴掌事件，但

短時間已吸引超過 14 萬人點讚。而其丈
夫之前已向基斯洛克發布道歉聲明。
最近在宣傳新片《超音鼠大電影 2》
（Sonic the Hedgehog 2）的著名喜劇演
員占基利（Jim Carrey）受訪時談到此
事，直接痛批韋史密夫的暴力行為令他感
到「厭惡」，並認為施襲者應該被逮捕，
他還稱如果自己站在基斯的立場，他會提
出起訴，並要求韋史密夫賠償2億美元。
至於擁有約9,900名成員的奧斯卡主辦
單位美國影藝學院早前已譴責韋史密夫

李司棋被指
撞樣最佳動畫片主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美國奧斯卡頒獎禮
告一段落，古天樂監製的動畫片《一家人大戰機
械人》於「最佳動畫片」獎項中敗給迪士尼動畫
《奇幻魔法屋》，未能再創佳績。有細心觀眾發
現《奇》片女主角Mirabel與資深演員李司棋樣貌
相似，同樣有短髮和戴眼鏡的造型。活躍於社交
平台的李司棋緊貼潮流，早前拍低她欣賞《奇》
片的片段，日前更開心地分享她收到電影公司
送來的禮品，正是《奇》片的相關禮物，司
棋姐立即拿起 Mirabel 公仔合照，讓大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台灣樂團五月天日前迎來成軍25周年，晚上團員們
看看她與動畫片主角有多相似，也見到
合體開直播和粉絲聊天，透露許多這25年來彼此發生的趣事，過程中5子合唱《瘋狂
司棋姐少有地展現童心的一面。
世界》、《因為你所以我》等經典歌曲，其間主唱阿信卻竟然說出要退休的念頭。
目前分處各地的五月天互相暢聊近況，瑪莎透露正在製作法蘭、HUSH的新專輯；冠
佑在家過愜意生活；阿信則在忙白安的製作案；人在英國的石頭陪家人，直播中還戴起兒
子的蝙蝠俠面具；怪獸最近也
在家湊小朋友，偶爾寫歌，在
剛裝潢完的新工作室，樂得介
紹五月天的黑膠唱片，他拿出
了過去 9 張錄音室專輯的黑膠
唱片，當中2011年推出的《第
二人生》更同時收藏了「末日
版」和「明日版」各一張，因
此怪獸手上合共有10張黑膠唱
片，讓主音阿信笑說：「我不
是說發 10 張就退休？已經 10
◆ 李司棋收到電影公司
張了，拜拜！」他更作勢要切
送來的禮品。
送來的禮品
。
斷直播，令眾人笑翻。
◆五月天各成員透過網絡互談近況
五月天各成員透過網絡互談近況。
。
◆ 胡比高拔相信韋史
密夫可保住小金人。
密夫可保住小金人
。

五月天開直播賀成軍25周年
主音阿信突然話要退休？

◆ 炎明熹北上參與
音樂比賽節目。
音樂比賽節目
。

汪小菲不允子女叫具俊曄「爸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近日徐熙娣
（小S）在節目中說她一下子就猜到胞姐徐熙
媛（大 S）的新男友是具俊曄。前日凌晨大 S
前夫汪小菲在微博轉發該視頻，嘲小 S 道：
「是嗎？你早猜到了？什麼時候呢？是不是今
天藥又吃多了？」，隨後還在評論區補充：
「每天就你蹦噠歡，有完沒完？」汪小菲再發
文解釋說自己沒有喝多，孩子在台北，他已經
很妥協了，他覺得大S都沒說什麼，小S「天
天的跟這兒得瑟什麼呢？別欺人太甚」。對
此，小S透過經理人回應說：「人之謗我也，
與其能辯，不如能容；人之侮我也，與其能
防，不如能化。」此話意味面對他人誹謗，與
其與他辯解，不如寬忍。至於小S丈夫許雅鈞
就霸氣護妻表示，小S智慧很高，不需擔心。
前日下午，汪小菲在微博再度評論，稱不允
許其子女叫具俊曄「爸爸」：「我想要孩子，
更不允許一個我不認識的人讓他們叫爸爸，但
是我已經隔離 5 次了，我現在回去是自取其
辱。玥兒是我的肉，箖是我的兒子。」

薛家燕 月搞虛擬嘉年華放送歡樂

◆ 韋史密夫兩夫
婦先後發言為巴
掌事件降溫。
掌事件降溫
。

動手打人之舉，並說已就事件展開檢
討。若影藝學院判定韋史密夫違反相關
準則，可以將他逐出影藝學院、撤銷他
當晚贏得的奧斯卡獎，或取消他未來角
逐奧斯卡獎的資格。
不過，身為主辦方理事會員之一的資
深影星胡比高拔
（Whoopi Goldberg）對此
表示：「獎座不會被收走。」她續稱：「將
會有後果，我很肯定，但我不認為他們
會這麼做（拿走他的奧斯卡獎），尤其是
基斯洛克也說了不會提出任何指控。」

人即刻對望一下就話無問題，但到正式
拍攝時，最大阻礙是很難忍笑。」
Sherman 說：「演戀人都要諗下點去演
繹，我要幻想當 Aska 是我好迷戀的偶
像。」有指二人很合襯，Aska 大讚女
方：「Sherman 好開朗，如果遇上負面
事情發生或者抨擊，她好快就可以平復
心情，可以自我鼓勵，有她的場合會特
別開心。」 Sherman 亦大讚 Aska 優點
多，她說：「如果真是要講出缺點，可
能是我們文化有分別，因他不是在香港
土生土長，有時對他講本地笑話聽不
明。」
此外，TVB 與內地芒果 TV 一同製作
的音樂比賽節目《聲生不息》已開始在
內地錄影，預期在 4 月正式播出。炎明
熹早前獲安排北上長沙參加，與多位前
輩級歌手展示歌藝。據悉，Gigi 日前已
完成節目首集錄影，並演繹已故香港女
歌手陳僖儀的名曲《蜚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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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小菲與大 S 育有汪希箖
育有汪希箖、
、
汪希玥兩名子女。
汪希玥兩名子女
。 網上圖片

◆ 具俊曄已跟大 S 在台灣完成結
婚手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薛家燕前日72歲生日，新城特地為她
舉行慶祝活動，並送上巨型壽桃蛋糕、鮮花及抗疫用品為家燕姐賀壽，
壽星女有見全球被疫情籠罩兩年多，因此生日心願是化身Captain Nancy，為大家發放愛心正能量，現已定於 5 月啟動虛擬基地線上嘉年華，
給大家送上歡樂。
家燕姐一身紅噹噹配上紅色閃石口罩現身，為生日增添喜慶，她透露
過去兩年大家在疫情下心情和社會經濟大受影響，所以生日願望想帶給
各人歡樂，將聯同新城合作，5 月開始橫跨一個月首創虛擬線上活動，
打造成「Captain Nancy 愛心基地」嘉年華，讓全球市民網上免費參
與。
愛心基地內會展出家燕姐千多件珍藏戰衣作拍賣籌款，以及相片，關
於她的個人經歷訪問，還有家燕姐訪問過的藝人精華，她表示：「之前
上《講你都唔信》節目提到曾被槍擊事件後，好多人都給嚇襯，我人生
經歷好豐富，到時都會在基地中『爆料』。5 月 8 日更有群星參與的一
場《Captain Nancy 開心愛心大放送》線上綜藝節目，跟大家同賀母親
節，家燕姐會邀請藝人歌手在愛心基地傾偈唱歌，也會大派禮物，呼籲
攜手抗疫，為大家打氣，又會聯絡贊助商捐出抗疫包送給有需要人
士。」問到會邀請的嘉賓名單，家燕姐透露：「有的在度期中，會有好
多歌手、無綫同事，曾志偉都好支持，希望請到在海外鍾嘉欣，但要視
乎時差問題，有些嘉賓則會透過視頻亮相。」
問到生日如何慶祝？她興奮說：「好開心剛剛見到孫仔，我有兩個多
月沒出外，這段時間透過視像同
孫仔見面，剛才他戴住口罩來見
我，但都好乖沒有扯開口罩。今
（前）晚會同三個仔女、新抱在
家中食飯，簡簡單單度過，以前
生日閒閒地擺幾十圍，希望明年
生日擺返一百幾十圍慶祝，疫情
話咁快就一年，浪費了我整年青
春。」
◆ 家燕姐在電台慶祝生日，兩個
女亦有到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