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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無禮 偶像「埋單」

羅志祥 再三向秋生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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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羅志祥(小豬)昨日舉

行新碟《有我在》簽唱會，吸引近千名粉絲不懼炎熱守候，
對於黃秋生日前表示不認識羅志祥，遭小豬的粉絲在網上狂罵，令
秋生大動肝火與粉絲互罵。昨日所見小豬的粉絲果然火氣十足，連在
場採訪的傳媒也被看成敵人，她們不斷喝罵記者阻擋見偶像，言行極
度沒有禮貌。而小豬昨日亦特地替粉絲的行為向秋生致歉。

昨 行，小豬在台上獻唱新歌外又與
日的簽唱會在酷熱天氣下露天舉

粉絲玩遊戲，即場為女粉絲做按摩，令
台下歌迷尖叫不斷。小豬表示上次在室
內做簽名會，因場地所限未能滿足所有
粉絲，所以今次在露天較大的場地舉
行。

自覺近日被人惡意捉弄
對於黃秋生表示不認識羅志祥，惹
來小豬粉
絲瘋狂圍
攻。小豬

稱可能有些粉絲太激動，但當中罵人的
也不知是否是他的粉絲，他覺得有些人
惡意捉弄他。問小豬會否勸粉絲們收
斂？他說：「都不知是甚麼人做，這樣
講會令那些人愈來愈燥。」小豬稱不排
除有人冒充他的粉絲去罵人，但認為自
己粉絲也有錯處，加上黃秋生是他的
前輩，不認識後輩很正常，所以小
豬再三向秋生道歉。至於會否親
自聯絡秋生？小豬表示不會刻
意去做，但強調自己是後
輩，對方不認識他也是應
該的。

■小豬與同戴
■小豬與同戴
■小豬與同戴
■小豬與同戴
■小豬與同戴
■小豬與同戴
上黑超的小粉
上黑超的小粉
上黑超的小粉
上黑超的小粉
絲合照，場面
絲合照，場面
絲合照，場面
趣怪。
趣怪。
趣怪。
趣怪。
趣怪。
趣怪。
■一向愛錫歌迷
■一向愛錫歌迷
■一向愛錫歌迷
■一向愛錫歌迷
■一向愛錫歌迷
■一向愛錫歌迷
的小豬，被歌迷
的小豬，被歌迷
的小豬，被歌迷
的小豬，被歌迷
的小豬，被歌迷
的小豬，被歌迷
攬攬也無怨言。
攬攬也無怨言。
攬攬也無怨言。

■小豬昨日舉行簽唱會，
■小豬昨日舉行簽唱會，
■小豬昨日舉行簽唱會，
吸引近千粉絲捧場。
吸引近千粉絲捧場。
吸引近千粉絲捧場。

導
演
上
演
求
婚
真
人
騷
感
人

Angelababy流露恨嫁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電影《第一次》
導 演 韓 延 攜 主 演
Angelababy、趙又廷、江
珊、趙樹海及袁詠琳昨
日到上海宣傳。導演韓
延於現場即席向坐於台
下捧場的女友跪地求
婚，用紙摺了一枚求婚
戒指，又深情地說：
「今天我沒有任何準備，
這兩年拍電影一直沒有
賺錢，但我現在覺得戒
指不重要。」並現場許
諾稱，會盡快將紙戒指
換成真的戒指。
女友感動到泣不成
聲，最後導演當然求婚
成功。一旁的Angelababy
和袁詠琳亦被整個求婚
過程所感動，流下眼
淚。事後Angelababy感慨
道：「以後我的求婚對象
得比導演更浪漫」，不期然地流露
她對婚姻的憧憬。而趙樹海則主動
要求為兩人當主持人，並且還將在
婚禮上獻唱自己多年前創作的歌曲
送給這對新人。

趙樹海驚訝愛子懂彈結他
至於趙又廷就在現場被爆是「哭
戲之王」，戲中的哭戲最多，連原
本哭戲較多的女主角Angelababy都
被他比下去。趙又廷每次都迅速進
入狀態，他指是因為劇本寫得好，
會讓人感動。生活中容易感動的趙
又廷自爆，在為主題曲錄歌時仍然
回憶起拍戲時角色的感受，每錄一
遍都會感動流淚。看片時，趙又廷
亦哭了，還戲言「我還是不要臉地
哭了」
，果然是「喊包」
。
一直自稱不浪漫的趙又廷，表示
此次向導演「偷師」學到很多浪漫
的招數。而他覺得自己最浪漫的事
就是在家裡做一頓燭光晚餐，在旁
的Angelababy笑說，「原來你是這
麼浪漫啊！」
趙又廷父親趙樹海對於愛子在戲
中不僅演唱，還大騷結他，這讓他
驚呼：「哇！天呀！」據知，趙樹
海與兒子很少在家裡談工作，所以
在家裡也從沒有唱歌。趙樹海又稱
自己私心想要兒子從小學結他，但
兒子總是「不屑」，沒想到今次在
影片裡看到， 實令他大感驚訝。

張惠妹獲澳洲歌迷請食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
文）張惠妹(阿妹)（見圖）
「AMeiZING世界巡迴演
唱會2012」前晚終於在澳
洲悉尼開唱，演唱會吸引
超過萬名觀眾進場，盡顯
天后魅力。阿妹上一次在
澳洲演出距今已有8年，
■ 久未見澳洲歌迷，阿妹演
中
新 出更為落力，開場先騷鼓
社 技，其後又勁歌熱舞，讓
現場氣氛即時升溫。
重臨悉尼開唱，阿妹相當興奮，除了熱情地向歌迷問候外，也向
澳洲歌迷大派定心丸，表示希望日後不需要再等8年才回到澳洲演
出，令現場歌迷開心高呼「阿妹，我愛你」
。現場有歌迷大喊要請阿
妹吃霄夜，阿妹聞言即笑說：「這應是頭一次有歌迷說要請我吃東
西。」幽默的阿妹開玩笑 那位歌迷將車停在後門「等會見」
。而當
阿妹唱到經典歌如《聽海》
、《原來你甚麼都不要》及《剪愛》等歌
曲時，全場歌迷也跟 和唱，令阿妹相當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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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美君 榮升奶奶 盼早日抱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劉美君（見
圖）
、王愛倫與曹敏莉昨日一同出席「奧比斯創
意愛眼行動2012」頒獎典禮，劉美君即將推出
新唱片，現她都忙於加緊宣傳，因7月會返美國
休息3個月，並準備參加兒子9月的婚禮。
劉美君指兒子已經27歲長大成人，即將成家立
室，她也很高興，她笑說：「我就做奶奶，會
買定一些禮物送給新抱。」她坦言母親留下一
些家傳的珠寶首飾給她，不過卻想傳給女兒，
可能會給一筆禮金予兒子賀他大婚。劉美君榮
升奶奶，她自覺好型也好開心，還帶笑說：「從阿仔幼稚園到升學畢
業，每次我都喊，今次一定會喊到收不到聲！」問到會否想做祖母湊
孫？她表示也都想兒子早日有孩子，她更向唱片公司高層講笑說下次
拖 孫仔回來出兒歌唱片。至於兒子成家後，她不打算同住，讓兒子
和新抱過其二人世界，畢竟她自知是個「奄尖」的長輩，加上又有潔
癖，也怕新抱仔會頂不順她。

電影《37》兒童節上映
香港文匯報訊 (實習記者 楊紅玲 內蒙古報道) 兒童節當天，由劉曉
慶、楊采妮和童星林妙可聯袂主演的電影《37》在全國公映。電影講
述一位單身媽媽帶 有自閉症的女兒，從繁華都市來到內蒙古呼倫貝
爾大草原經歷的一系列感人故事。電影中，以「五彩呼倫貝爾兒童合
唱團」為原型的37個草原孩子組成的合唱團，來源於真實故事，他們
演唱的原生態歌曲清新動人，配上悠揚的蒙古族特有的樂器馬頭琴，
彷彿讓人身臨大草原，無疑成為影片一大看點。
日前《37》在北京首映，導演陳國新，主演劉曉慶、林妙可出席了首
映發佈會，主演楊采妮因為工作關係未能出席，她通過電話連線的方
式表達了自己對影片上映的興奮心情。
■導演(右3)偕眾主創上海宣傳，而他更上演求婚真人騷。

胡諾言喜得旺財龍B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胡諾言(胡仔)
（見圖）昨日於微博上宣布有喜，太太陳琪已懷
有第2胎3個月，他的微博上載了一張超聲波
照，並寫道：「虛榮心是一種動力，令人努力
發奮工作！有人喜愛將虛榮的感覺放在物質主
義身上！我的一份虛榮心只放在我的寶貝女身
上。現在請原諒我加多一點點虛榮心。因為胡
家將再增添一名新成員！希望各位好朋友能夠
為我太太及小生命送上無限祝福，祝她們身體
健康！謝！胡氏一家」
。一眾圈中人如黃日華、陳敏之、周麗淇及姚子羚
等紛恭喜胡家再添新成員。
昨日在一活動上擔任司儀的胡仔笑指，之前怕小器一直要忍口好辛苦，
也 女兒要保守秘密，但她卻經常興奮地在學校講給老師知道。胡仔指這
一胎並非意外追生肖，是他倆計劃想多追一個孩子，只是暫時尚未知道
BB的性別，不過自太太懷孕後，他接了廣告及不少主持工作，另現亦有
幾個家庭廣告接洽中，感覺BB好旺他倆公婆。而自從太太懷孕後，胡仔
不想她太操勞，現接送女兒上學的工作由他代勞，他亦答謝朋友及粉絲的
祝福。談到父親節將至，胡仔表示都是一般跟女兒去吃餐飯，現多了一個
小生命，感覺倒較特別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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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樂隊
蘇打綠電結他手家凱與身
懷六甲的老婆昨日在台灣
新竹一飯店辦婚宴，除蘇
打綠全員出席到賀外，曾
跟他學琴的炎亞綸也有出
席。家凱透露團員並沒在
他婚前舉辦「告別單身派
對」，他解釋是因婚宴舉
■蘇打綠其他成員亦有到賀家凱結婚。
行的前一天，蘇打綠還在
網上圖片 上海工作，無暇舉辦。而
為了讓自己在婚禮上不被整，家凱早有預謀地安排團員在婚宴當天陪
他從新竹飆車到南投迎娶，來回需6個多小時，他笑言相信團員們經過
多小時的折騰，在喜宴時應已沒力氣整他或鬧洞房，不知他的如意算
盤能否順利打響。
孝順仔家凱為了能讓因車禍昏迷的父親見證他的人生大事，特別安排
輪椅與私人包廂，讓爸爸也能感受他成家的一刻。家凱感觸謂：「我
依然記得小時候一到周末，爸爸牽 我去游泳的情景，可能是自己也
要當爸爸了，非常能體會他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