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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圈再添喜訊，草蜢成員蔡一智前晚十一時於微博公布太太雪芳為蔡
家增添一個 「慈姑椗」，再度榮升父親的他，立即上載全家福，他一手抱着
兒子一手擁着太太，但見太太精神奕奕，兒子則閉上眼睛酣睡，惟因未有近
攝照故仍未能看清BB樣貌。阿智在微博寫道： 「Lucky 7！Sir 11超級感
謝夫人為蔡家添了新成員，我家上上下下喜氣洋洋，大家姐、二家姐熱烈歡
迎細佬！英俊的細官極貼近夫人之氣質，也有點傑叔的魅力，當然少不了我
的才氣遺傳，謝謝各方好友對我們的祝福！再一次感激夫人你是最偉大的、
我愛你！」

因為阿智要在醫院陪產，所以前晚的《翡翠歌星紅白鬥》只有蔡一傑、
蘇志威兩隻 「草蜢」演出，他們最初仍不願承認喜訊，直到記者證實阿智已
率先公布太太誕下麟兒，阿傑終可表露其興奮心情，但阿傑認為自己雖然是
弟弟，但有些喜悅、開心事還是留給爸爸去發表更好，而他一直有在想送什
麼禮物給BB，當晚節目後更會到醫院探望侄仔，阿傑笑不攏嘴道： 「睇到
話BB個嘴似我都好開心，（最開心是蔡家有後？）好戥他開心，大家都知
做人爸爸甚艱難。依家兄弟多個成員好開心，我們之前已經好雀躍。」

為兒徵名籲好友發揮
到昨日下午，阿智就上載了兒子的頭頂照，並寫道： 「多謝各位親朋好

友，哥哥、姐姐、auntie、uncle的祝福，不能逐一致謝！蔡家細官登陸時八
磅有多，長條人，粗臍帶、大茶壺，夠大聲！有 『滴穗』而好man！令順產
的夫人笑逐顏開！這幅是細官母乳餵哺的top shot照！可愛嗎？」接着再
上載兒子的腳印照，並歡迎大家為其子的名字提供意見，他寫道： 「蔡家細
官徵名比賽：蔡龍周、蔡李佛、蔡西湖、蔡跑車，定係蔡巿長？請提供！盡
情發揮──開始go。」

交遊廣闊的阿智前晚公布喜訊後，不少圈中人即送上祝福，袁詠儀：
「恭喜！張氏三寶恭喜！」楊千嬅： 「恭喜恭喜蔡生蔡太，好開心呀！回憶

到一個月前感覺！要介紹給 Torres 仔一齊玩啦！」鄭融： 「Congratulations
！！祝BB快高長大！身體健康！精靈活潑！」關心妍： 「太開心！恭喜雪
芳同阿哥&蔡家！」莊思敏： 「恭喜恭喜，祝你們一家永遠幸福快樂。」周
麗淇： 「Congratulations！好想抱抱三公子啊！」趙學而： 「嘩勁！雪芳生
咗小公子之後好似個十七歲少女呀！」然後又搞笑道： 「真係好 A May
Sing（Amazing）勁呀！」

李蘊、劉謙一對過氣情人前晚同場為《2012翡翠歌星紅白鬥》演出，原
先兩人全程已零交流更扮作陌生人，那知冤家路窄當劉謙於後台接受訪問時
，適逢李蘊又於化妝間步出，當她發現劉謙在外即黑臉調轉頭回到化
妝間，記者見狀即問劉謙，他卻大方多次回頭，又代為解說可能對
方要換衫，問到是否因受傷太重才調頭走？劉謙說： 「不要亂猜
啦！（那你們拍合照？）合照之後你們又會寫故事，我們沒有
什麼問題，一直是好朋友。」

劉謙表示有留意對方打鼓，問起兩人是否分手？他突然拒
認戀情更聲稱一直是好友又怎能分手，談起李蘊曾說以後一切
都留待他說，劉謙認為可能是大家問久了沒新鮮感，再追問是
否感情轉變？他繼續死撐說： 「我們一直是好朋友，
（或是鬧交？）不會，我個性很好，應該不會吵架的
，（咁她個性差？）不會。」李蘊早前被指整容，
雖然兩人如今形同陌路，劉謙仍力撐對方沒有，有
看過其小時候照片覺得人是會長大的，問到可介
意女友整容？劉謙坦言當然最好不要，若真的亦
最好不要讓他知道，追問是否因知她有整容才
分手？劉謙一臉尷尬說： 「沒有分手不分手，
不要問我那麼深，我怕會影響行情？（有什麼行
情？）我們各有粉絲，（歌迷投訴先避忌戀情？
）不要再問我害羞。」劉謙又稱兩人因工作關係已
甚少見面。

厚顏稱從沒承認是男友
李蘊在劉謙完成訪問後不夠數秒就現身，她死撐沒

有黑臉轉身，又謂是要入去黐膠紙，加上知道劉謙正在
做訪問，怕行出來會引起哄動，惟指大家根本沒有起哄
？李蘊尷尬地說可能是她想得太多，問到可介意兩人合
照？李蘊認為沒必要最好不要，以免引來誤會，問到誤
會是指兩人分手還是一起？李蘊稱是誤會他們之間的關
係。記者再質疑她之前已承認男方地位，如今卻
反口否認，李蘊竟厚顏地說： 「我從來沒親
口承認他是男朋友，只是好朋友，（送到
去台灣都不是？）我不懂得答，總之是
永遠好朋友，大家這樣問我好大壓力，
（你說那個階段只有他一個？）那可
能這個階段退步了。（已經分手嗎？
）做好朋友先可以行遠一點。」李蘊
並稱一天未結婚也是單身身份，暫時
沒有男友卻有很多男、女的好朋友。

長達三個多小時的無線音樂
節目《2012 翡翠歌星紅白鬥》
，前晚最終由容祖兒所率領的
紅組打敗古巨基帶領的白組。
事後兩人接受訪問，基仔以
「阿祖」來恭喜對方，記者問

起她是否亦承認叫 「祖」，並
提起因何韻詩和蕭敬騰的演唱
會首天，被發現署名不同的花
籃，有送給阿詩的花籃下款稱為
「祖」較顯得親密，問到是否她

們的暱稱？祖兒說： 「熟一點就一
個字囉，不是很熟就祖兒囉，古巨基
都是這樣叫我啦！」

突然被拖下水的基仔愕然地 「吓
」了一聲，接着只好附和，祖兒再解
釋有送花籃給盧凱彤，當時都是另一
稱呼，身為雙子座的她喜歡以多個稱
號來維持新鮮感，祖兒並欲多次轉移
話題可惜未能成功，談起有指無線把
其新聞擺上枱，祖兒覺得不需要太過
緊張，這晚做騷做得很開心亦算是稱
職，問到未能與阿詩同台會否失望？
祖兒直言可以留待明年，大家一定有
機會，此時基仔卻突然語出驚人：
「都可以今年就阿詩檔期再幫你舉
行㗎！」祖兒聞言反擊道： 「又關
你事？真的多口，我都有好多東西
講㗎，好似是 『Rain Lo』（指基

仔緋聞女友）！」

戀情擺上枱祖兒大方
基仔只好裝聾扮啞，祖兒便打圓場指既

然大家是一家人應互相錫大家，基仔聞言竟
再度出招說： 「你指錫哪一個？我還以為你
是錫男友！」祖兒便叫他停止，希望別再弄
得家嘈屋閉。說起基仔應參考祖兒般公開戀
情，基仔裝傻反問要公開什麼，祖兒也幫口
說不需要學，理應是有自己一套風格。此外
，說起剛才曾志偉以 「龍兒戀」作話題，祖
兒代為解說志偉應是說笑而已，是現場直播
照稿讀都不能隨意更改，基仔也擋駕大讚祖
兒很大方。

阿Sa被指唱歌差過以前
至於，蔡卓妍（阿Sa）單拖迎戰台灣歌

手炎亞綸，惟歌喉仍十年如一日，當獻唱歌
曲《下一站天后》時未能入key外，整首歌
都臨近走音邊緣，事後她表示為新碟一星期
有練足五天歌，但指她唱得卻像比以前差，
阿Sa聞言不懂回應，一度眼濕濕並以東西遮
掩難過，再扁着嘴說： 「吓！真的那麼差嗎
？我真的有努力唱㗎，剛才問助手還說不錯
，各花入各眼啦，我會繼續努力。」隨後她
又再次遮臉並推說覺得熱而已。另外，提起
她與男友陳偉霆同場又不願合照，阿Sa覺得
工作歸工作，兩人向來感情事低調，又指他
們有參與大合照。

容祖兒與劉浩龍的 「龍兒戀」鬧得熱哄哄，既是祖兒同性密
友與浩龍前緋聞女友的何韻詩，在追訪聲中終於跟台灣歌手蕭敬
騰完成一連兩場的 「異人世界Rock N Roar Live」演出。前
晚阿詩不忘憑歌寄意，眼泛淚光跟歌迷分享愛情觀說： 「當遇到
什麼事情，最重要是少說話、少解釋，我知道無論如何，返回舞
台上定會得到大家信任。」

阿詩與蕭敬騰全場互動令歌迷尖叫不斷，當二人在臨近尾聲
時合唱一曲《秘密愛人》，蕭敬騰突然深情緊擁阿詩的纖腰，嚇
得毫無準備的阿詩甩嘴，只能以笑遮醜笑問對方是否可正經一點
。完騷後阿詩與蕭敬騰在後台讓記者拍照，當阿詩返回後台換衫

時，在經過其中一個送給阿詩署名 「祖」的花籃時，阿詩
突然叫記者不要拍照，估計因花籃是祖兒所送。

網上留言指家中貓
阿詩早前在微博寫上 「一把刀插入心」

，有報道指她其實是被黃偉文（Wyman）
出賣，並非指 「龍兒戀」，對此，她沒好
氣澄清： 「好複雜呀！我只是形容家裡的
貓對我不好。」並謂有跟 Wyman 聯絡，
了解到大家都沒為報道感到不開心。另外
，蕭敬騰的好友房祖名，前晚擔任緋聞女
友薛凱琪的個唱嘉賓，缺席捧他的場，他驚

訝謂不知二人傳緋聞，對祖名沒到來他大方表
示沒關係。

蔡家有後
阿智細官出世劉謙死撐沒戀情

李蘊轉頭走

基仔基仔借借祖祖
取笑祖兒取笑祖兒

阿詩拒跟祖花籃
拍合照

蔡一智前日弄璋之喜，好友之一的李克勤，昨日出席 「太陽計劃2012
──太陽學堂開學禮」，透過傳媒向阿智祝賀。本身已有兩子，克勤表明
不會再追一個女兒，他說生兒育女負擔很重很吃力。被問到感吃力是否因
為被爆早前購入逾五千萬位於壽臣山的二千多呎複式豪宅所致？他無奈謂
樓宇不是經地產商，而是經朋友購買，不知記者何以這麼厲害會知道，他
沒打算找出誰人爆料給記者，但卻戲言沒私隱程度，可能日後幫小朋友買
筆盒也給報道。

未知實際樓價
記者求證豪宅是否如報道所指價值逾半億？克勤謂現時只下了訂，他

也不清楚樓價多少，只知太太跟他笑說要做到一百歲也不能死。至於該物
業要來自住或是投資，他暫時未有決定，但有很多地產商及朋友看了報道
後，都追問他現住的居所何時放盤，自言希望私生活盡量低調的他重申，
暫時不會賣樓。同樣出席該活動的鄭融，表示連日來忙於工作，抽不出時
間捧好友薛凱琪入行後的首個紅館個唱，被笑指錯過欣賞對方跟二位緋聞
男友在台上演出機會，她大爆不用在台上看，平時在台下也經常看到。

克勤指半億豪宅
經朋友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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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詩（左）突被蕭敬騰緊擁纖腰，導致唱歌甩嘴▲

阿詩拒跟祖兒送贈的花籃拍合照

▲

劉謙堅持跟李蘊一直都是朋友

▲阿智到醫院陪太太產子，只剩下阿傑（前排右
二）和蘇老闆（前排左二）出席《紅白鬥》

▲ 李蘊否認
曾講過劉謙
是她的男友

▲阿智（右）再度榮升父親，太
太雪芳誕下麟兒

▲阿智上載兒子的頭頂近照▲

阿智把初生兒子的腳印放上網

▲祖兒（左）被基仔
取笑，不甘示弱反擊

▲祖兒（左二）表示相熟的基仔（左一）也叫她
做 「祖」▲

基仔（左起）、祖兒和阿Sa齊參與《紅白鬥》
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