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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am的太太袁詠儀（靚靚）、父母、老友
蔡一智夫婦、關心妍夫婦、伍詠薇夫婦、諸

葛紫岐夫婦、梁烈唯夫婦等前晚都一雙一對撐
場。
當晚，Chilam邀請「歌神」張學友擔任嘉

賓，學友獨唱一曲《李香蘭》掀起高潮，Chilam
笑言：「多謝學友，不過邀請你絕對是錯誤的決
定，隨便找張家輝跟袁詠儀的質素就夠了。」學
友笑言得悉張家輝在首場扮自己扮得惟妙惟肖，
更開玩笑是爸爸的錯，本來是兩兄弟。他又伸手
摸Chilam的腹肌，笑稱自己要多加努力。

鄭欣宜演繹紅衣女鬼
適逢7月10日是學友的生日，Chilam特別安

排一眾美女捧蛋糕率領全場為學友唱生日歌提早
慶祝，學友說：「大家知道我家教一向好嚴，好
少機會有這麼多美女為我慶祝，明白你的用心良
苦，祝大家都身體健康！」二人合唱Disco版本

的《吻別》後，Chilam跪拜學友，感激
對方的支持。
另外，Chilam除了邀請到「重量級」

嘉賓魯芬外，同門的師妹鄭欣宜在「鬼故環節」
演繹紅衣女鬼，大唱《片片楓葉情》一曲，不過
跟之前兩場的「女鬼」雨僑及石詠莉不一樣，欣
宜未有吊威吔，改為用升降台升上來，但身形圓
潤的她挑戰超級「斗零跟」高跟鞋，非常厲害。
當Chilam特別鳴謝贊助商時，全場起哄大叫

「老婆」，他打趣說：「我想問到底為什麼要多
謝她？我排練排到死吓死吓，她就去青島拍戲，
回來就坐享其成，不過無論如何都要多謝她。」

妻兒開口叫保留腹肌
完騷後，Chilam在後台接受訪問，他表示完

騷後終於可以享受他最愛的打邊爐，問到是否放
棄腹前的六嚿腹肌？他笑笑口說：「其實好不想
放棄，因為實在是做過上萬次的Sit-up而得來的

成果，但我又沒有信心可以把它們留住，老婆靚
靚跟兒子都有叫我保持住，因為過幾日我們一家
會去陽光海灘的地方度假旅行，個仔開聲叫我留
住六嚿腹肌。」
Chilam透露三場的嘉賓當中，最難邀請正是

太太袁詠儀，他說：「其他朋友都一口答應，不
明白為何她心思思要考慮，但她上到台我就明白
了，因為她不能記歌詞，不過，她出來講的一番
說話，我相當感動，當時氣氛亦好感人，是難能
可貴的一個時刻，真情最動人，這是無價。」
至於邀請兒子慕童聲演鬼故又是另一個難度之

作，Chilam說：「能夠邀請到太太做嘉賓跟兒子
為我聲演後，我相信之後沒有事可以難倒我。今
次沒有邀請兒子上台，因為他長大了，比較難控
制，他現在很有個性，他才是真正的Cool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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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張智霖（Chilam）一連三場紅館演唱會前晚圓滿結

束。在最後一場，Chilam請來「歌神」張學友擔任嘉賓，更特別安排

一眾美女捧蛋糕率領全場為7月10日生日的學友提早慶生，學友則搞

笑指能有這麼多美女為他慶祝，機會好難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梁烈唯與黃心穎昨日出席
由他們主持的旅遊節目《夏日
悠遊》記者會，分享二人早前
到日本旅遊的趣事。首次與黃
心穎合作的唯唯，事前不知對
方是宅男女神，連他的朋友知
他與心穎去旅行也大感羨慕。
黃心穎笑言日本此行全程被

唯唯窒，但也大讚對方健談令
她沒壓力。唯唯笑言最難忘與
心穎男女共浴浸溫泉，他說：
「我好自信地行入去，因為我
事前做好幾下掌上壓。」不過

首次浸溫泉的心穎就十分害羞，見到浴
室內每個人都坦蕩蕩很不自然。唯唯又
取笑心穎浸溫泉時的趣事，他說：「在
浸的時候她突然摸到一條東西，剛好我
在旁邊，無理由摸到我沒感覺，結果原
來是樹枝。」
另外，世界盃四強賽事爆出驚人賽
果，主辦國巴西慘敗一比七給德國。支
持德國隊的唯唯當然開心，但也很失落
看見巴西輸得太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梁烈唯、何傲兒與陳
庭欣等人前晚出席無綫《四強森巴嘉年華》活動，日
前有傳何傲兒搭上林建名發展「爺孫戀」，她否認
道：「林生是我爸爸的好
朋友，我很尊重的一個長
輩，每逢有演唱會都會邀
請我們去看，當晚爸爸都
在場，但登出來焦點卻在
我身上。」
何傲兒指報道將多年來

的照片混合來一起寫，林
建名是她爸爸的好朋友和
她尊重的長輩，有時一起
吃飯很正常。問到會否刻
意避開林生，她說：「已
經不是第一次被寫，這次
看到不會太不開心或驚
訝，對我來說已沒感覺，
做藝人要食得鹹魚抵得
渴。」

支持德國隊的梁烈唯，直言除世
界盃開幕戰會捱夜看外，其餘賽事
都是邊看邊睡。問到有沒投注賽
事，他說：「沒有，不過身邊朋友
都有小賭怡情，我個人意見是睇波
不賭波，健康快樂多。」唯唯又笑
稱自己抵受不住賭錢的緊張，是個
不適合賭的人。取笑他是否「明
燈」時，他笑道：「上一次入馬場
打算夾錢買小小，豈料全軍覆沒，
當時還說一定要贏回本錢，結果10
隻馬買了7隻也不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陳
嘉 寶 （Anjaylia） 與 王 敏 奕
（Venus）昨日出席《LUX×菇菇
栽培研究室》活動，即場弄製特色
沙律，吸引不少途人圍觀。二人憑
劇集《女人俱樂部》走紅，有傳陳
嘉寶獲內地富豪邀請伴遊，她深感
受辱也對訊息煩厭，公開呼籲有關
人士不要再傳訊息給她。
身穿白色貼身裙子的陳嘉寶明顯

透出內褲形狀，活動後她立即用絲
巾包圍下身，無奈地表示日前才特
意去買無痕內褲，她說：「售貨員
還堅稱不會透現，自己試身時也沒
問題，以往也未試過這樣走光，我
們M club一班成員都是打底王。」
走紅的陳嘉寶與王敏奕大受廣告商
歡迎，但也有有心人士想乘虛而
入，Anjaylia說：「幾乎每日都收
到一兩個訊息，表示有內地企業想

邀請我一齊去旅行，人工高達每月50萬，還有車、有房產，我呼籲他們
不要再傳這些訊息給我，因為好煩厭和有侮辱性。」王敏奕雖沒有收過
邀請伴遊的訊息，但也收到去試鏡的邀請，她說：「有一部戲說要去洛
杉磯拍攝，有好多錢還可以帶兩個助手去，但我打開文件見到有很多的
性感制服，就不敢再聯絡對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孫
耀威（Eric）昨日為新歌《叛侶》
拍攝MV，邀請到台灣混血女演員
雷瑟琳任女主角，MV中一場激烈
擁吻的演出，由女主角躺在餐桌上
向Eric作出挑逗，意識頗為大膽。
Eric指今次新歌的意念是取自女友
陳美詩的靈感，切合現代背叛情人
的風氣，女友了解MV的內容，因
此進行拍攝也不用特別向女友備
案。
Eric於去年底在台灣微風開Ca-

fe，可是營業了一天卻因地點不能
經營餐飲業遭有關方面拆卸，對於
商場照樣租出令他損失3千多萬新
台幣，後獲願意賠償500萬予他，
Ｅric表示數額着實太少他仍堅持提

控，事件至今煩擾了他超過半年，
身心大受打擊，他慶幸他同期於上
海投資四千多萬人民幣開設的會所
生意有盈利，算是爭回一口氣。會
否為了官司糾紛將婚事押後？Ｅric
笑着表示未想到結婚的日子，不過
也想能在這兩年生孩子，然而身邊
的生意令他花上太多時間，間接跟
女友變得聚少離多，但女友總算明
白並很體諒他的處境，現唯有由女
友飛到上海及台灣去探望他。
至於Eric的新歌《無聲最痛》在

Youtube最近有傳遭禁播，他表示
其實是他把新歌拉下來，原因是最
初想有更多人能看到虐待動物的
事，但仍有不少公司同事和歌迷接
受不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
全）陳柏宇以及林奕匡昨日
以表演嘉賓身份到灣仔伊館
出席由教育局及香港傑出青
年協會舉辦的夢想工程活
動，柏宇笑言自己活力仍
在，心境似足年輕人一樣。
而柏宇於下周生日，其生日
願望是身體健康，他笑說：
「有健康的身體，也才可以
努力去賺更多的錢！」

柏宇最近正籌備新一張唱片，不過
也經常到內地接工作，他高興地表示
雖然往返內地比較辛苦，但賺「人
仔」倒很開心，他最希望可以拍劇能
夠搵真銀，因他個人的概念是錢不是
儲回來的，是要自己主動去搵回來
的。柏宇這樣努力賺錢，全因他有結
婚打算，他希望能於三年後可以成家
立室，因到其適婚年齡，只是他一直
考慮到買樓的問題，他輕歎在香港的
年輕人買樓很難，就算是成年人要計
劃買樓也買不起，所以他會盡努力去
賺多一點錢。

安排美女團安排美女團安排美女團安排美女團

孫耀威孫耀威忙做生意忙做生意
與女友聚少離多與女友聚少離多

有人出價50萬邀伴遊
陳嘉寶感受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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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寶(左)與王敏奕即場弄製特
色沙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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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傲兒指林建名是她尊
重的長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馬國
明率領敖嘉年、曹永廉、羅鈞滿等
為無綫劇《寒山潛龍》宣傳到學
校，眾男演員與學校足球隊比賽足
球，而女演員李詩韻、林夏薇、陳
自瑤等化身啦啦隊在場外為一班男
藝員打氣。
一向有踢開足球的馬明在場上
hea爆，他解釋因天氣熱，而且要
回公司開工，不能去到太盡。對於
《寒》劇收視下跌，但馬明表示對
新劇充滿信心，他表示可能因為大
家話題在世界盃，但上網睇套劇反

應幾好。至於有觀眾投訴劇集服飾
和用語跟宋代有差別，他強調好睇
個人點睇，為表現角色是低下階層
才會較市井，但無粗口，不過會接
受意見。另外，問到好友陳敏之結
婚一事，馬明表示敏之沒通知佢，
所以應該是流料。
問到他怎看巴西與德國的世界盃

四強大戰？馬明說：「我沒有睇直
播，但得知賽果後相當愕然。自己
比較睇好德國，但個比數身邊朋友
都話非常假，覺得係有陰謀論。」
林夏薇被問到會否喜歡識踢波的

男仔？她表示自己鍾意健康、做運
動的男仔。她透露有時間亦會睇世
界盃賽事問到有否男士相約睇波？
她說：「有，咪同成班同事在公司
一起睇，晚晚都趕拍攝，前晚都是
在化妝間睇咗陣。」

阿倫身處巴西不敢周圍去
正身處巴西看世界盃的譚詠麟，

透露當地的觀眾看到巴西以一比七
慘敗給德國，都驚呆了，事前大家
都頗為看好巴西，想不到後防完全
崩潰，令很多人都大跌眼鏡。而他

知悉尼馬傷出後，他也早說過巴西
會有危險的。
阿倫又坦言因擔心巴西輸波後，

當地會引發騷亂，並聽聞有人燒車
洩憤，於是食完飯即返回酒店，周
圍都不敢去。

傳好友陳敏之結婚馬國明認為是流料

■敖嘉年、馬國明、李詩韻及林夏
薇在戶外熱得大汗淋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