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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駐內蒙古

實 習 記 者 楊 艷 如 電 】據
悉，九三學社內蒙古區委
舉辦的成龍基金2013年救
助貧困患病住院兒童99
名，救助金額達333萬多

元。其中，內蒙古人民醫
院救治74名患兒，救助金
額為191.85萬元；經由九
三學社內蒙古區委推薦到
北京成龍慈善基金會直接
救助3名患兒，救助金額為

102.21萬元；內蒙古國際
蒙醫醫院救助18名患兒，
救助金額為21.71萬元；內
蒙古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
院救助4名患兒，救助金額
為17.23萬元。

99名貧困患兒得到成龍基金

香港文匯報訊 「亞洲舞王」羅志祥（小
豬）前日舉辦國語專輯《獅子吼》台北預
購簽唱會，開場時，小豬乘坐金獅火焰
椅，從3層樓高緩緩而降，並請來舞獅團隊

造勢。小豬開心宣布自16日預購開跑短短4
天，預購已達62368張，因此有信心蟬聯第
4年勇奪台灣唱片銷售冠軍。

小豬當日亦首度表演《愛投羅網》的「獅
王求愛舞」，特別跳出搖擺、扭屁股等求愛
動作。問小豬的求愛絕招是什麼？他搞笑
回答：「我可以控制我的臥蠶放電。」他
更即場示範放電技巧！但見小豬雙眼明顯
佈滿血絲，原以為是沒睡飽，他才透露：

「其實之前就看過醫生，因為眼睛長期照閃
光燈，所以現在眼壓高、畏光，容易有血
絲。」雖然已有職業傷害了，但趁發片前
他仍投入心力宣傳，卻一點也不喊累：

「因為專輯有一半是我的創作，所以扛銷量
壓力更大，拚一點也沒關係！」

羅志祥因傷雙眼畏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靜儀）陳豪（Moses）與羅
蘭昨日到西環出席品牌剪
綵活動，並擔任剪綵嘉
賓，大會更特別安排比堅
尼女模陪同快將為人父的
Moses出場，令到Moses臉
露尷尬神色。

一 向 是 城 中 筍 盤 的
Moses，婚後受歡迎程度不
減，不過他接受訪問時笑
謂婚後已少女士埋身，所
以剛才有點尷尬。問到是
否太太陳茵媺（Aimee）不
准？他不置可否，只笑
道：「自己是個傳統的
人，只是外表開放，實則
內裡很保守。」問到換轉
是Aimee與其他男士親熱又
可會接受？他矛盾地說：

「我欣賞Aimee是個好演
員，若果有需要，我會支
持她拍親熱戲，但自己選
擇不看，免得看後內心不
舒服。」他又坦言婚後也
盡量免避拍親熱戲，不過

有時劇情需要，人在江湖
亦沒法，始終自己都是演
員。曾拍過露股戲的他，
除了避免拍親熱戲，裸露
戲他也不會拍，因要為孩
子做好身教。

由於Aimee的預產期在聖
誕及新年期間，現時專心
安胎，身為廿四孝老公的
Moses表示太太雖有岳父陪
伴，但他也會盡量減少接
工作陪太太。他又稱不少
朋友說要送禮物，但他有
時間都想自己學習去買。
問到可有上育嬰堂學湊
仔？他表示沒有，全都是
上網學，但會先請定陪月
幫手湊B。

陳豪做好身教拒拍親熱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 北京

報道）以紀錄電影的方式如實記錄老
子「足跡」，以大量史料及文獻考證
資料為依據闡述老子時代精神，紀錄
電影《尋找老子》21日在梅地亞中心
正式啟動。

該片將由導演張紹林執導，影片將
於近日開始在全國選景。在發佈會現
場，紀錄電影《尋找老子》的製片人

王崇人，著名學者，中國宗教學會禪
文化中心主任李安綱等都對創作此
片的主旨與精神做了詳盡的闡述。
該片總策劃出品人王冠中表示，對
於老子這樣一位有 顯赫歷史地位
的文化名人的研究和探尋，是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華傳統文化
最廣泛傳播以及當前「現象影視」
創作的重要之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周麗淇（Niki）、
Mandy Lieu、周家怡及吳若希等昨出席牛仔褲品牌活
動，Niki穿上露腰裝騷出小蠻腰，力撼穿上「谷胸」束
腰內衣襯外褸的Mandy，當然是以Mandy的身材略勝一
籌。Niki坦言身上衣 是大會提供，並非刻意性感露
腰，亦不介意風頭被搶，這是不是問題，也很樂意，隨
便好了，自己擁有的是骨感，Niki更公開現有的腰圍數
字約22、23吋。她表示近期加緊調節身體，相當注重健
康飲食，所以人也清減了，問到調節身體是否想生小朋
友，她否認說：「這是後話，主要是之前拍劇太辛苦，
導致血氣不足，需好好調節一下，（男友徐正曦從旁督
促飲食？）不關事，這麼大個人，不用督促啦。」

又，Mandy透露大會提供外褸給她，其他便是自己配
襯，近期Mandy經常以性感示人，她覺得最重要是靚，
加上因拍戲關係，令體形有改善，也不介意同大家分
享。Mandy在新片《痞子英雄2》便經常以低胸裝熱褲

拍攝打鬥場面，她都擔心會
走 光 ， 事 前 做 足 安 全 措
施，最慶幸是沒有受傷，
不過同片不少人都受傷，
故此，每次回港都要幫

大家買鐵打酒。同場的
周家怡分別效力過無
線和香港電視，日前
她有參與遊行支持香
港電視發牌，以她所
知大本營會留守到25
日，若她有時間亦會
到場支持。對於政府

不發牌給「港視」，家怡
謂：「整件事令有熱誠
的人幻想破滅，如像聽

話就什麼都可以，不聽話
便死，加上政府方面沒有
交待不發牌的原因，令人覺
得不獲發牌的王維基很無
辜。」家怡和港視的合約
於九月已屆滿，原本大家

會傾續約，現在一切叫
停，暫時自己未有去

向，先等政府答覆，
無線方面亦沒有聯絡

她。

Niki小蠻腰
「胸」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譚詠麟和李克勤的「左麟右李十周

年演唱會」將於12月6至15日假紅

館舉行，售票以來供不應求，昨日

阿倫和克勤宣佈將會第二度加場，

加開12月14和15日二場日場，合

共12場，希望可以舒緩一下飛債，

至於二人秘密操練「女版騎馬舞」

即韓國鄭多燕健身舞，克勤踢爆阿

倫喜歡在家赤條條練習，弄得阿倫

面紅紅，他們並透露已邀請鄭多燕

現身紅館支持。

阿倫和克勤的「左麟右李」組合相隔

十年再相聚，即掀起撲飛潮，阿倫

形容情況誇張到像排山倒海，連自己和

克勤都要「爭飛」兼避飛債，阿倫說：

「以前最多是訂幾十、一百張，這趟是超

乎十倍，個個話訂五百、一千，玩咩，

傻傻 ，我那來這麼多飛給他們，

現在已把早場的飛給最好朋友。」

有指他們有再加場的實力，阿倫笑笑

口說：「紅館真的沒期，再加必定是

做彌撒場(早場)，曾經有考慮過加開早上

10時半的早場，或半夜的子夜場，惜不

獲紅館批准，因交通是最大問題，反而

我們的體力是沒問題，要開part 2便需預

早一年向紅館訂期，這方案更沒可能。」

無需為開騷減肥

阿倫打趣說：「我攝高枕頭想過，點

解今次反應咁癲，一來我們有品牌保

證，其次是香港人抑壓太耐，都想舒緩

一下情緒，開心玩 ，(發洩係你們身

上？)只係發洩係飛身上，雖然估到反應

好，但沒想過這樣瘋狂，唯有發洩在鄭

多燕身上，我都係第一次做騷咁開心，

無需減肥，可以任食，到時我會帶領全

場萬多粉絲一起跳鄭多燕健身舞，見證

是否有減肥作用。」演唱會上有首新歌

《跳喇河馬》特地配合跳鄭多燕健身舞，

笑問他們是否谷肥到似河馬，阿倫克勤

便哈哈大笑、更自爆體重，阿倫透露現

在有160磅，克勤則有140磅，他們更預

告會穿現代繽紛舞衣跳「鄭多燕」，亦已

邀請「真人版」鄭多燕來港擔任嘉賓，

不過對方回覆不能來足十二場，但會現

身捧場。克勤和阿倫都有各自練跳鄭多

燕，克勤大爆阿倫喜歡躲在家脫清光赤

條條練跳，記者笑阿倫一路跳，一路Fing

Fing ？克勤鬼馬道：「阿倫十隻手指

Fing Fing 。」見慣世面的阿倫滿臉通

紅，哈哈笑地說：「在屋企睡房跳到成

身汗，可以即刻跳入浴缸嘛。」

克勤表示：「09年『左麟右李』演唱

會要阿倫扮大隻佬，那時阿倫每日只能

吃一羹白粥，這件事是我多年來最罪過

的事，所以這次讓阿倫任食，當是補

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焯羚）阮兆祥（祥仔）
為紀念明年入行30周年，自資7位數字於12月14
日及15日的日場，假灣仔新伊館舉行《一祥朋
友演唱會》，還自己一個歌星夢，暫定開兩場。
昨日，祥仔聯同好拍檔兼演唱會幕後策劃梅小
惠與傳媒聚會，他表示很多客戶得知自己開騷
後，紛紛主動提出贊助，所以他的演唱會有禮
物送，並宣布15日日場預定已告爆滿，令他開
心不已，他說若反應好，不排除會加場開Part2
進軍紅館！

首次開個人演唱會的祥仔是唱歌比賽出身，
與李克勤同屆，30年來經歷了電台DJ、唱片歌
手、電視台藝員的生涯，雖然不算一帆風順，
但每次在逆景中都有新機會出現，每次自己
都把握到，才有今日的成績。他希望自己之
能夠成為時下年輕人的借鏡，又是他入行30
年的藝壇生涯回顧。

每晚有神秘嘉賓

祥仔今次開騷第一時間請來相識28載的小惠擔任幕後統籌，並請來張學
友內地巡演御用監製劉宏基擔任個唱監製。演唱會嘉賓方面，負責策劃的
小惠爆是「中女氧氣筒」，每晚都會有神秘嘉賓亮相，主要是女嘉賓，計
有︰即將播映的新劇《My盛女Lady》拍檔陳敏之、江欣燕、湯寶如、佘
詩曼及朱咪咪等，又指屆時台上有一部分會以床為主景，其間會跟眾女嘉
賓坐在床上傾偈及唱歌，續透露刻下正邀請「紅顏知己」張曼玉到場睇
騷。連梅小惠都說：「估不到阮兆祥人緣那麼好，不用開腔許多朋友已主
動開口說來做嘉賓，所以應該台上台下都不少星。」

多謝黃柏高贈歌

問祥仔點解那麼好人緣？「因為我交朋友是去盡的，自己對人的誠意毫
無保留的。」小惠自爆當年自己失戀很傷，祥仔可以很有義氣，在她家的
旁邊租間屋陪她，待她療傷好後就自動消失了。難怪那麼多朋友。

接 祥仔透露男嘉賓將有兩位名嘴黃子華及張達明上台又吹又唱。問他
為何沒有王祖藍及李思捷，祥仔不諱言希望暫時跟「福祿壽」劃清界線，
以免令大家混淆。他又表示，即將為個唱推出幾首新歌，並多謝祖藍特別
為他創作的演唱會主題曲《世界仔》，因為他覺得自己如「世界仔」一
樣，藉此鼓勵港人在逆境仍可搵到自己的道路及生存之道。不過，他很開
心前輩黃柏高專誠為他度身做了一首慢歌送給他，並請來火火填詞，更免
費為他錄音及製作，令他感動不已。問祥仔女友可會上台助陣，他笑言對
方會幫手擔任幕後工作；那可會在台上「求婚」時，他表示「暫時」不會
了！刻下他已為個唱keep fit，希望屆時可以騷「肌」。

入行30周年自資開騷

阮兆祥多紅顏知己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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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倫和克勤宣佈將會

第二度加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