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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百利主唱桃乐丝记者会 亚洲⾸站独厚台湾歌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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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们哭诉失⾝经历

第壹电影| 【第壹电影独家】⾹港电影秘史

MM贴图秀| 港姐为出名，拍三级，⾊情写真，又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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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旮旯| 教你12招,保管男朋友跑不了
巧克⼒中的爱情涵义

娱乐旮旯| 各国空姐制服造型⼤⽐拼!(图)

1993年出道崛起的卡百利乐团的灵魂⼈物——主唱桃乐丝来到台湾进⾏宣传，尽管

娱乐旮旯| ⼋卦:揭秘疯狂“暗恋”男明星的⼥艺⼈们

⼩红苺已经不再发⾏新专辑，但现场的媒体⼏乎都是她的歌迷。记者会上桃乐丝特别安

娱乐旮旯| ⼀哥们在⽕车上上厕所的尴尬经历(ZT)

排了他的专属吉他⼿ Stefano Demarchi，现场已空⼼吉他表演，⼀⼜⽓演唱了两⾸新歌
《Ordinary》、《Apple Fire》还唱了⼀⼿卡百利时期百万畅销单曲《Linger》，所有⼈
听见她的歌声都想起许多昔⽇美好的回忆.他对主持⼈的问题也都有问必答问，到家庭
⽣活以及三个⼩孩与此次的随⾏的经纪⼈⽼公Donald，桃乐丝更是笑的开⼼，他说到她
家⼈对他的⾳乐创作有⾮常⼤的影响，其中也提到了是否有兴趣再来台湾开演唱会，桃
乐丝也爽快的答应，只要此次发⾏的个⼈专辑销售成绩亮眼歌迷没有忘记她，他还是希
望能唱歌给所有喜欢她的歌迷。
(责任编辑：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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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臭--腋臭--专家⽀招

·泡脚减肥--瘦到你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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