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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霖操弗身形智霖操弗身形
開騷派禮物助港人減壓開騷派禮物助港人減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Cool 魔」張智霖

(Chi Lam) 相隔三年，現定於七月假紅館舉行三場

《CHILAM CRAZY HOURS LIVE 2014》演唱會，昨日開

招待會公佈詳情，現正為個唱積極操弗的Chi Lam更在台

上「騷肌」，他當着在場人士面前解開衫鈕展示修身成

果，豈料早已有假爆肌衣打底，由於沒有「現真身」，立

時引來台下一片噓聲，Chi Lam成功戲弄大家，即露出得

戚笑容。大會又安排Chi Lam在台上炮製爆谷，寓意演唱

會爆滿。操弗身形自信會令太太袁詠儀着迷。

大家投訴Chi Lam露假腹肌，他笑說：
「今日不能把所有都展現出來，到時

在演唱會上才會曬肌，其實我好努力操弗，
已成功減掉十磅，都有五嚿腹肌，(人魚
線？)夠瘦就會有，但這個不是重點。」

捉弄記者假爆肌衣打底
Chi Lam上次開演唱會時，在操練過程中

變得爆躁，太太袁詠儀便首當其衝捱了不少
老公的脾氣，這次又是否故技重施？Chi Lam
笑笑說：「今次老婆好醒目，趁我操肌肉就
去了內地拍劇，(將脾氣發洩在囝囝身上?)邊捨

得呀，經過上次經驗，這次情緒控制好得
多，而太太應趕得切拍完劇來回來睇騷。」
他自信說：「太太見到他弗爆身形，定當眼
前一亮，一定為我着迷，Crazy for me。」

Chi Lam透露今次個唱會開四面台，因上
次三面台未能跟粉絲握手，這次可以走近觀
眾席握手，跟粉絲近距離接觸，說到主題是
CRAZY HOURS，目的是令港人減壓，他
謂：「香港人經歷好crazy年代，生活壓力
大，希望入場觀眾可以開開心心過一晚，把
負能量盡情釋放出來，更找來不少贊助，屆
時向觀眾大派禮物。」

令靚靚着迷令靚靚着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黃耀明(明
哥)、戴蘊慧、洪卓立、衛詩雅、雨僑、
Rosemary前晚出席新車活動，明哥坐上新車
出場，甚有氣派，Rosemary穿上deep v西裝
褸，中門大開，同樣搶鏡。 Rosemary打扮性
感引來在場人士起哄，問她是否收很高酬
勞，她拒絕回答，只說想着套裝。她透露已
有五年駕駛經驗，曾在上海參加過小型賽
車，對於現場的新車也感興趣，會嘗試問問
有否折扣。

戴蘊慧望囝囝追男孫
45歲的戴蘊慧已榮升嫲嫲，她難禁喜悅

說：「真的很開心是喜事，孫女已改名叫
『恩恩』，這個不是意外，他們夫婦都有準
備要小朋友，現時我很享受家庭樂，經常湊
孫為樂。」戴蘊慧希望囝囝再追個男孫，便可
湊成「好」字。

明哥被問到酬勞是否很高？他笑笑口說：
「都幾好，今次是參與揭幕儀式，不用唱
歌。」說到本地組合天堂鳥被指風格抄韓風，
更被網民稱為「MK POP」，對此，明哥表示
沒有留意，因之前完成演唱會後，便休息了二
星期，因開騷時舞台有條長斜路，結果不慎弄
傷腰，所以忙着睇醫生和針灸，現在已經沒大

問題。
洪卓立(KEN)、衛詩雅雙雙出席車展，早前

洪卓立被師姐容祖兒在網上留言，大讚其新歌
好聽，令KEN歡喜若狂，笑言勁過得獎，加
上祖兒是他偶像，難得獲偶像公開稱讚，笑言
女友湯怡都不能呷醋，問KEN是否覺得吐氣
揚眉？他直言是開心事，稍後更會跟祖兒合作
為新歌錄劇場版。在旁的衛詩雅亦大讚祖兒這
位師姐，她說：「十年前剛入行時拍過祖兒的
MV，當時師姐很花心思，送了一個粉紅色銀

包給我。」
雨僑正在學車，學了20多堂，但泊車方面依

然麻麻，她表示：「有時在繁忙時間泊車，真
係驚到要落車叫的士司機幫手，泊車上比較有
難度。」雨僑透露學車原因是試過給的士司機
拒絕載過海，對方聽到過海便情緒失控，不停
拍玻璃窗，又搵嘢掟我，最終要報警，所以才
想自己揸車，省卻麻煩。問到學成之後，會否
叫緋聞男友羅力威送車？她說：「不會叫人
送，會自己買，同埋一定要親自試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 梁詠琪(GiGi) 近日為鞋履
品推出以西班牙為主題的系列，
全系列六款鞋均以西班牙文命
名，其中一款更以她和老公
Sergio於西班牙的白色婚禮為靈

感的AMOR (意解Love) 、TE AMO(意
解(I Love You) ，GiGi又自爆每次與老
公 通 電 話 收 線 前 都 會 BESOS ( 即
Kisses) ，大晒幸福。

昨日大會安排了四名混血兒小朋友擔
任小模特兒，他們更向GiGi送上香吻，
恨做媽媽的GiGi見到如此可愛的小朋友
亦忍不住要錫錫他們。事後GiGi接受訪

問，又大讚混血兒小朋友幾型仔靚女，
都想快些有個混血兒小朋友，問到是否
會生夠四個？她笑道：「如果聽話又
乖，生4、5個都OK。」

GiGi自言想生女，因為有很多手袋、
首飾、衫褲鞋襪可以留給女兒，不用煩
惱怎樣處理，如果生仔就留給新抱。問
到是否已開始努力造人？她謂近日都忙
於宣傳電影，未可以住，但宣傳完畢後
會休息一個月，都很有機會。笑問到期
間是否只造人，不做其他工作？GiGi直
言希望一擊即中。雖然恨生B，但她又擔
心為人父母責任大，不像拍電影，影片
落畫就與她無關了。

Rosemary中門大開搶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梁
洛施(Isabella) 與師傅詹瑞文(詹Sir )
將於五月底同演出舞台劇《快樂勿
語》，昨日二人出席記者會，詹Sir
指最初Isabell的表現只得55分，但
現在已達到80分，進步得好快，不
過Isabella卻認為自己達90分。昨日
出席記者會的除了有Isabella、詹Sir
外，還有首次為舞台劇擔任形象設
計的何國鉦、擔任舞台設計的
「Figure王」Eric So，眾人送上蛋
糕慶祝詹Sir剛完成第1000場演出。
現場Isabella及詹Sir兩師徒又即場演
出其中一節，大會又播出由Isabella
主唱的同名主題曲。

劇中飾演性情爆躁像活火山及有
聽障的Isabella，席上用手語演繹了
其中一節，不過她表示在劇中扮演
一名弱聽者，因此要做的手語並不
多，反而偶然唸對白十足外星語
般，十分有趣。相隔多年再唱歌，
問到Isabella有何感覺？她說：「都
六、七年冇唱歌了，詹Sir去年底來
加拿大同我見面，當時都未有提出
演舞台劇，直到兩星期後他返了香
港，先發短訊提起呢件事，就是那
時才開始重新投入練歌。」

因為要回港綵排舞台劇，Isabella
與三個在加拿大的兒子要分隔兩
地，問到她要長時間離開他們捨得
嗎？她笑說：「唔會唔捨得，小朋
友都大個了，大仔快將五歲，一對
孖仔都快四歲了，他們在加拿大有
工人照顧，我仲想在事業上發
展。」

下月便是母親節，Isabella表示留
時會在港工作，不能跟三個兒子慶
祝，不過她透露接洽所有工作時會
立下一項條件，就是每個月要有一
星期回加拿大一星期見幾個仔。她
表示每晚也會抽時間與兒子傾視像
電話。問到與前度李澤楷是否仍有
聯絡？她毫不猶豫回答：「當然，
因為我們是父母，(爺爺李嘉誠掛住
三個孫嗎？)唔答了。」

對於近日有報道指她在澳門的初
戀男友，現由陳靜DaDa「接手」，
Isabella聞言即說：「希望不要用接
手這字眼。」當問到是否其初戀男
友？她只說：「只係朋友，認識好
多年了，(冇拍拖？)唔講，都陳年舊
事。」問到是否唔敢再拍拖？她指
朋友都怕了她，又稱以後拍拖都要
給三個老闆(指兒子)過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羅仲謙以白色打
扮出席護膚品牌活動，現場他親自為小師妹Ceci
示範護膚，不過提到有否幫緋聞女友楊怡做護膚
時，他便裝聾扮傻，不作回應。

謙仔有個做美容生意的媽咪，所以從四、五歲
開始便給媽咪當白老鼠敷面膜，謙仔個人就很懶
做Facial，他的護膚心得是多出汗，可把皮膚裡
的東西都排出來，然後再加保濕護膚便好好。當
問到緋聞女友楊怡有幫他敷面膜嗎？謙仔即裝聾
說：「吓，(她的皮膚如珍珠米般晶瑩？)這要問我
最愛女人媽咪，(媽咪幫她護膚？)不是，媽咪係幫
我護膚，相信現今女性不用男性教護膚，她們已

經有獨特見解。」問到謙仔有否帶楊怡到媽咪的美容店護膚，他再度失聰：
「吓。」其後補充說帶多些朋友落媽咪舖頭是好的。

梁
詠
琪
望
造
人
一
擊
即
中

羅仲謙聞楊怡即裝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勁歌金曲》昨日於電視城進行錄
影，演出嘉賓有Shine、LollipopF
以及新組合天堂鳥。Lollipop F來
港是為宣傳新歌《那麼厲害》，談
及天堂鳥遭網民批評抄襲韓國組合
K－POP，但舞步卻不齊整，成員
阿緯表示在網上有看過天堂島的跳
舞片段，威廉表示有留意過他們的
報道，相信是有批評才有下一次的
動力，敖犬即帶笑指跳舞不齊也可
以成為一種風格，不過也應該好好
練習一下。Lollipop F隨即笑指自己跳舞
亦不算超齊整，但看上去仍可接受，畢竟
每個人跳舞的方式也會有出入。對於香港
組合不少都抄韓國K－POP，阿緯倒認為
每隊組合應要有本身的特色，敖犬表示他
們百分百沒有抄襲，是純正台灣風格的
「T－POP」。

Shine亦有看過天堂鳥的演出，感覺香
港有多些新組合及不同類型歌曲是件好
事，至於天堂鳥被指抄韓國組合畫眼線，
天佑則帶笑指不應這樣去界定，因當年

Shine出道時都給批評過衣着隨便。另談
及新片《那夜凌晨，我坐上旺角開往大埔
的紅VAN》被批評拍得不夠好，Shine是
該片演員並唱主題曲，他倆則覺得外界的
批評其實很兩個極端，不過由於該片上畫
一周收過千萬，前晚都舉行過小型慶功
宴，導演陳果都表示知道不會所有人都喜
歡，只能盡量做到最好，而大家也抽出一
些較有建設性的意見作檢討，感覺是有地
方可以做得好一點。天佑笑說：「其實有
人鬧都好，等今日推出2B版本，可能會
有更好的反應吧。」

Lollipop F唔覺天堂鳥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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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陳友、張可
頤、馬浚偉、梁藝齡及張慧儀等，前晚出席電
影《真的有天堂》首映，台上陳友自爆去年太
太突然發現患上癌症，令他陷入人生低潮，無
計可施下只好祈禱，最後太太也康復。

事後陳友接受訪問時表示，去年五月他與太太
由美國坐機返港，因為坐長途機太疲累，於是便
去了推拿，可是按完後發現肋骨及盤骨都斷了，

於是去求醫，醫生話可能係肝癌入骨，最多只得幾個月
命，跑了十日都無辦法，當時是他人生最低潮。後來好友
蔣麗萍提議他祈禱，他說：「人生第一次咁誠心祈禱，求
神幫我，就算有過乜罪都饒恕我，畀返個老婆我，結果第
二日醫生就話唔係肝癌入骨，係多發性骨髓瘤，係有些細
胞侵蝕咗啲鈣質，他們有晒方法醫，但過程好辛苦，而家
太太已經好返，在屋企等緊我食飯。」他表示自此也成為
了基督徒，現時做人也輕鬆得多。

張可頤前晚穿上露臍裝，問到是否行山的功效？她即
笑道：「行得山多肚漸縮，呢排好注重自己健康。」她
透露都是跟一班攝影師朋友去行山。問到行山時可有遇
上發哥(周潤發)? 可頤指發哥行飛鵝山，而她是行大帽
山，路線不同。

另外，張慧儀前晚攜同十歲的養子Hanson去睇首映，
見到現場傳媒她即露出一臉愕然，並解釋因不知現場如
此多記者，而她平日很少讓兒子出鏡，不過他都OK。
提到《真》片是會講到小朋友面對死亡，慧儀指家長應
正面告訴小朋友，而兒子對天堂都很好奇。提到照顧兒
子，她表示每天都過得很充實，只是體力上有點累。

梁洛施再拍拖需先過兒子關梁洛施再拍拖需先過兒子關

■■梁詠琪與小朋友大合照梁詠琪與小朋友大合照

■■RosemaryRosemary 中門中門
大開十分性感大開十分性感。。

■■羅仲謙親自羅仲謙親自
為小師妹為小師妹CeciCeci
示範護膚示範護膚。。

■■Lollipop FLollipop F來港是為宣傳來港是為宣傳
新歌新歌《《那麼厲害那麼厲害》。》。

■■梁洛施與詹瑞文即場表演梁洛施與詹瑞文即場表演。。

■■張慧儀攜同張慧儀攜同
十歲的養子十歲的養子
HansonHanson 去睇去睇
首映首映。。

■■騷騷「「假肌假肌」」成功成功
捉弄記者捉弄記者，，張智霖張智霖
沾沾自喜沾沾自喜。。

■■剛榮升嫲嫲的戴蘊慧剛榮升嫲嫲的戴蘊慧（（右右））
同好友江欣燕分享湊孫樂同好友江欣燕分享湊孫樂。。

■■張智霖開招待會公佈張智霖開招待會公佈77月開騷詳情月開騷詳情。。

■■張智霖在台上張智霖在台上
炮製爆榖炮製爆榖，，寓意寓意
演唱會爆滿演唱會爆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