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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生不息》遇葉蒨文獲傳授放鬆秘訣

千嬅加盟華納
千嬅
加盟華納

冀有專業團隊協助

◆ 楊千嬅與葉蒨文在《聲生
不息》節目中結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正身在湖南長沙錄製音樂綜藝節目《聲生不息》的楊千嬅，早前公布加盟華納新動向，
與此同時，千嬅於兩年前紀念入行 25 周年製作「I． II ．III MY STORY」私人紀錄映畫亦於今日正式在其官方頻道上
線，精華版亦會於同日在芒果 tv 平台發布，讓歌迷「回味」偶像這 25 年間的心路歷程。千嬅表示入行以來沒機會遇上葉
蒨文（Sally），直至參與《聲生不息》才跟 Sally 結緣，而 Sally 更有跟她分享演出時的心得。千嬅亦透露加盟華納，可減
輕她很多唱歌以外的工作量，讓她專注做好一個歌手。

千嬅日前突然宣布加盟華納唱片公司，被問
到原因，她表示：「在輾轉之間發覺華納

◆楊千嬅兩
年前拍好的紀
錄片，今天正
式上線。

◆楊千嬅希
望與老公丁子
高一直恩愛下
去。

擁有我音樂人生的三分之二歌曲版權，日後在歌
曲版權及行政上事情可交由華納處理，能有專業
團隊幫手是好重要。」
而一部屬於楊千嬅的個人紀實片「I． II ．III
MY STORY」今日正式上線了，紀實片攝製歷
時一年多，緊隨《MY BEAUTIFUL LIVE 世界
巡迴演唱會》每一站所走訪的足跡，記錄她由一
個黄毛丫頭變成人妻人母，這些年的心路歷程。
昨日千嬅透過視像進行訪問，說到紀錄片拍好兩
年，至今才推出，由當年46歲，沒想到要等到48
歲才推出，她解釋：「那時想配合25周年演唱會
一併推出，奈何因疫情的種種因素，其實歌迷
一直都追問何時推出，適逢最近錄影
《聲生不息》節目，大家分享舊歌的
時候，不如就這時候上線，現在是
緣分最好的安排。」
相隔兩年，千嬅重溫這部紀
錄片，可謂感觸良多，最大感
慨 是 兒 子 Torres 長 大 了 很
多，因紀錄片中有幾站兒子
有跟着她一起去巡迴，當時
還是個小朋友，現在已經是個
小大人，無論說話、身高都成
長了，時間真的過得很快，其
次是因為疫情下驚覺原來可以離
開舞台好遠，現在要做騷都不容
易，所以很是懷念演唱會舞台上的日

子，好珍惜可以再站上舞台的時刻。
說到千嬅在《聲生不息》表現備受讚賞，歌藝
出色，對此，千嬅謙稱不敢當，但覺得身為一個
專業歌手，必須無時無刻去練習，也是自己責
任，不過面對舞台20多年，在《聲》節目上一樣
存在壓力，依然會緊張和有要求，不過也是好
事，可以推動自己做得更好，最開心是第一次錄
影時見到葉蒨文（Sally）和林子祥兩位前輩唱
歌，重拾自己成長回憶，也很久沒有聽過他們現
唱演繹，十分感動。

想像唱完有好東西吃便會放鬆
原來千嬅入行後從沒機會遇上過Sally，兩人透
過《聲》結緣，千嬅對Sally讚不絕口：「她無所
不談，為人可愛，私底下她會帶我同李克勤一起
去吃飯，互相分享逸事，記得有次錄節目時，
Sally坐坐吓突然拉筋，輕而易舉就將隻腳貼上額
頭，真的很厲害，我一定辦不到，因為我筋短，
哈！哈！」千嬅繼續大讚這位前輩做任何事都很
認真，每天都很有規律做運動，又教她出台時如
何放鬆：「Sally 叫我去享受舞台，只要盡力去
做，或者想想唱完後可以吃好東西。」節目中，
她跟不同歌手合作，從中得益不淺，歌手間互相
成就，而千嬅亦覺得從而可提升個人唱歌能力。

五』時真的做到三代歌手了。」
千嬅還要留在長沙至7月為節目錄影，老公則
已回港工作，至於兒子就身在上海，說到先前上
海疫情嚴重，千嬅表示也很緊張兒子的情況，不
過丁生是上海人，兒子有親友照顧，也不用擔
心。
另外，在《聲生不息》中非常合拍的「雙
李」，李克勤早前在微博上透露在《花火》公演
後第二天便和歌手李健約了晚飯，還有嫂子孟小
蓓，一吃便吃了5 個小時，天南地北無所不談，
李健是哈爾濱人，克勤說很喜歡哈爾濱人的爽直
和幽默感，當然還有對音樂的好品味，非常期待
下一次的合作。

暫無意夥丁子高同台合唱
問到她可想像 Sally 和 Lam 一樣 ，跟老公丁子
高「夫妻檔」同台合唱？千嬅呆了半秒，笑說：
「都好想多年後像他們這樣 Sweet，等我『登

◆ 李克勤跟李健極為投契
李克勤跟李健極為投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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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分享童年「陪瞓」童謠

炎明熹公開母親獻聲《月光光》因由
炎明熹自小與媽媽感情要好。。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炎明熹（Gigi）
日前在《聲生不息》中與內地歌手劉惜君合唱
《念親恩》，配以炎母開場獻唱的童謠《月光
光》，Gigi 透露邀請媽媽獻聲原因，全因小時候
媽媽會唱童謠氹她瞓覺。
日前 Gigi 接受無綫娛樂新聞台訪問時，透露邀
請媽媽獻聲因由：「《念親恩》係表達對父母思
念嘅歌，我就諗媽咪細個係點氹我瞓覺嘅呢？佢
係唱另外一首童謠，普通話嚟嘅。媽咪話，我一
聽到呢首歌就即刻會瞓着。（你親自邀請媽咪幫
手唱？）係，媽咪都為咗我去唱，所以非
常之開心。」
Gigi 透露向團隊提議相關想
法後，惜君即提議炎母唱

徬徨時獲環球幫助
李幸倪永遠心存感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李幸倪（Gin
Lee）於月初表示跟環球唱片公司合作8年，早前
已經續約，但卻在 2 星期後傳出她約滿離巢轉投
英皇旗下。環球唱片於前日（16日）發出聲明宣
布Gin Lee約滿後不續約，關於計劃9月舉行的紅
館演唱會，基於是合約期外的工作，故不適合再
作投資。
Gin Lee 亦於前晚（16 日）在社交平台發長文
承認離開環球，但沒透露是否轉投英皇娛樂。
Gin Lee文中表示從2011年決定留在香港發展至
今，一轉眼已經 11 年：「還記得我與 BMA 的第

一份合約滿後，我的人生變得徬徨
無助，幸運地在 2014 年，我遇見環球
唱片的 Duncan（環球董事總經理黃劍
濤）。當時他邀請我和 AGA（江海迦）合
唱《一加一》，我就這樣和環球這個大家庭
結下了緣分。」
過去 8 年，Gin Lee 認識了很多朋友，獲得
很多不同的工作機會、到世界各地演出、推出
過很多歌曲和專輯，並贏得不同的獎項，更圓夢
開了人生第一個紅館演唱會：「最難忘是與同事
們並肩作戰的日子，所有的一切對我來說就像昨
天發生一樣，依然歷歷在目。這段有血有
淚的旅程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她由衷
地感謝一班舊同事，特別感謝Duncan，
從她加入公司的第一天就給予無限量的
支持：「無論以後我在哪裏，我亦會永
遠心存感激。」
Gin Lee 表示現階段會把公司之前
已經安排好的工作完成，為自己及公
司作一個圓滿的總結：「最後，我
承諾會把好音樂帶給大家，再次感
謝你們的關心及鼓勵！」而不少
◆ Gin Lee表示現階段會把公司之前已經安排好的
Lee 表示現階段會把公司之前已經安排好的
圈中人紛紛留下祝福語句。
工作完成。
工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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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光》。Gigi 邊憶述往事，邊 Casual 地哼了
數句小時候的「陪瞓」童謠，該首童謠名為《睡
吧，睡吧，我親愛的寶貝》。Gigi 續指未正式演
出前，她已兩度因「媽媽」灑淚。Gigi 又指父母
有安坐家中欣賞她的演出，還錄影了給她看，而
她最希望的是父母收到這份禮物後會感到開心。
Gigi 又以火星金句自勉：「人總係要有一點
勇，要有少少自信，但又唔好太多，咁樣先可以
繼續落去。」因 Gigi 是千嬅隊一分子，故隊中前
輩對她照顧有加，除了在她生日期間送上窩心小
禮物外，惜君老師也送了一個水壺畀她，以免她
整花唇妝。至於《聲夢傳奇》「奶爸」李克勤亦
有為她打氣，有日見到對方，他不停安慰她及叫
她放鬆。

◆ Gigi
Gigi獻唱
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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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麗珊偕男友開店 感情更上一層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蘇麗珊與圈外男友Kenny開設
相連的Cafe及按摩店昨日開幕，邀得好友林德信、顧定軒等
到賀。Kenny透露今次是第二家分店開幕，與三四位拍檔合資
共7位數，蘇麗珊表示自己夾了大份投資6位數字。
情侶檔合作做生意，Kenny坦言能令彼此增進感情，她指女
友於宣傳上給予意見，自己就在市場營銷上會比較有信心，故
兩人一起搞生意可以有更多的溝通，行街睇戲以外，會一齊
研究生意如何做得更好。蘇麗珊也認同大家變得更了解對
方，因平時拍拖不會接觸到另一半的工作：「看到他工作時幾
有魅力，因為認真工作的人好吸引，又欣賞他多一點！」見兩
人感情穩定，會否是時候結婚？蘇麗珊笑答：「暫時以事業為
先，主要是滿約了寰亞，新簽了華納唱片，由演員轉為歌手，
現努力作曲、練吉他和練唱歌，不想出來唱歌走音！」
提到楊千嬅亦剛剛加盟華納，蘇麗珊表示自己第一部電影
《哪一天我們會飛》就是跟千嬅合作，不過未來音樂上，她希
望先專注個人音樂，讓大家認識自己多一點。而即將面世的新
歌，她指曲風輕快、活潑，似足她的男仔頭性格。

超過20年，卻因疫情影響了生意，即使最近當地生活回復正
常，也少了一些學生，主要是大家改變了習慣，會上網學做運
動，但如果媽咪回來香港，他就一定會合夥開間瑜伽教室。
談及父親林子祥最近參與的《聲生不息》獲得很大迴響，
林德信表示每星期都有追看，特別留意父親會跟哪位歌手合
唱。記者指阿Lam笑言曾比特很似他兒子並組父子檔演出，
現他多了個弟弟，林德信笑說：「感覺幾好，我沒見過曾比
特，但他與爸爸合唱的一段故事真的幾感動！」他笑言也想叫
爸爸幫手，上節目做嘉賓玩一下。

林德信想夥母親開瑜伽教室
林德信也有光顧過蘇麗珊的按摩店，還很掛念相當夠力度
的按摩師傅。他表示暫時未打算投資生意，不過他一直都想開
瑜伽教室，而媽咪吳正元於美國三藩市有一所瑜伽教室經營了

◆ 蘇麗珊與圈外男友多了生 ◆ 林德信有看父親林子祥
意經作交流。
參與的《聲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