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連三場的音樂會，Eric Kwok選以
頒獎禮形式進行，向嘉賓們頒發各

個獎項兼送上禮物，他笑指梁漢文每次飲
酒後都扮花，為朋友帶來不少歡樂，所以
送太陽花。千嬅則獲贈火辣比堅尼泳衣，
原因覺得她近來好fit，加上他老公丁子高
又想看。千嬅笑望着泳衣說：「沒可能，
下身就fit到，上半身應該fit唔晒！」
Eric這次音樂會上，邀得葉蒨文及張學

友兩位重量級嘉賓上台，沙麗跟Eric合唱
《傷逝》，她透露這首歌本是作給Ea-
son，也是央求了很久才會轉給她來唱，
最後二人更互送羽毛球拍。到學友出場唱
《有個人》獲全場歌迷歡呼，Eric特別送
上舊款錄音帶給學友，學友卻帶笑指家中
也可能會有收藏到，不過他都讚Eric才華
洋溢兼且是個好丈夫，Eric回敬笑說：
「真是識英雄重英雄！」

另一半被擺上枱互窒
Eric kwok 又選出「十大最喜愛歌

曲」，第一位屬謝安琪的《囍帖街》，他
表示曾致電Ｋay得知她好想到來，可惜

因為跟環球反了面，其經理人指她不能答
應到來，最終找了翻唱過的蘇永康來演
繹，康仔於台上也乘機投訴Eric從來沒為
他寫過歌。
接着又重演《星夢傳奇》環節，要陳奕

迅、蘇永康、梁漢文、劉浩龍及林欣彤在
台自評演出。劉浩龍唱完歌後，Eric笑指
當年對方哭着他找說失戀，也想他寫一首
失戀歌，到現在已完全唱不出當年的感
覺，現好應該唱容祖兒的《華麗邂逅》。
蘇永康大搞不文，唱《當這地球沒有

花》把最尾的歌詞改成「當這地球沒有
Bra」，更笑言這個世界若沒有胸圍會變
成怎樣。Eason又發揮「吹神」本色，笑
指小時候住的地方附近有很多外籍女士，
也有留意她們有戴胸圍跟沒戴的分別，還
即場模仿，此時康仔半揶揄說：「尊夫人
應該都沒太大影響啦？」Eason繼續搞笑
扮太太徐濠縈跑步的動態。劉浩龍在旁哈
哈大笑，康仔再踩一腳說：「你笑甚麼？
你那個都應該沒影響啦！」劉浩龍即時反
擊說：「誰夠你那個般勁呀！」引得全場
笑聲不絕。

郭太差點仆倒
到快歌環節，郭太葉佩雯穿黑色Bra

top打頭陣出場，可是不留神差點仆倒。
Eric此時穿上紅色Iron Man裝跟歌手們
又唱又跳。Eric答謝父母及太太，更即場
送了一隻自製的綠寶石鑽戒給台下的媽
咪，郭媽媽表現得很感動，雙眼泛起淚
光。Eric表示媽咪以前有很多珠寶，可是
其父是個職業賭徒最後將媽媽的珠寶都賣
掉，故希望媽咪收到他送的戒指會重現開
心的笑容。他提到父親向來鄙視香港樂
壇，能默許他在音樂界發展已算支持，可
惜其父去年已經離開了他，所以前晚特別
留下座位給父親希望他能看到，並哭着唱
出《那邊見》送給父親。
Eric讚賞太太葉佩雯似他的得力助手，

一直替他處理不少事情，他感激說：「最
幸福的是我，她常說我從不讚她，我現在
我話郭太你真的好好！」隨即二人拖着手
合唱《幸福摩天輪》，Erick 跟拍檔Jer-
ald再合唱兩首Swing的歌曲為音樂會填
下完美音符作結。

Eric Kwok紅館騷群星拱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慶全）「我最

喜愛的Eric Kwok 音

樂會」前晚於紅館揭

開序幕，演出嘉賓包

括陳奕迅、梁詠琪、

蘇永康、楊千嬅、梁

漢文、吳雨霏、許志

安及林欣彤，就連自

封為「嘉賓王」的張

學友以及甚少當嘉賓

的葉蒨文都上台唱

歌，將氣氛推至高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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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陳嘉
寶、梁烈唯、沈卓盈、羅蘭與陸永等
人昨日出席新節目《街頭魔法王2》和
《區區有鬼故》宣傳活動，首次做節
目主持的陳嘉寶成功向魔術師甄澤權
拜師學藝，她表示學魔術對將來表演
有幫助，也希望帶歡樂給觀眾。有
「龍婆」之稱的羅蘭現場參與魔術表
演，由甄澤權在巨型箱子中憑空變羅
蘭出場，贏得全場掌聲。
陳嘉寶表示自小已愛看魔術節目，

能夠參與做主持特別開心，她說：
「其實香港只有很少數的女魔術師，
拍攝時我問甄澤權很多次可不可以收
我為徒，最後成功拜師。」陳嘉寶笑
言拜師後也有壓力，不想有辱師名，

而且只在拍攝空檔時學
習基本的小魔術。問到
對方收取多少學費時，
她說：「我還沒問，都
應該要付的，或者學成
後我表演給他看，自己
學魔術對將來表演有
用，也想觀眾看得開
心。」
提到另一主持Bob大

爆拍攝外景時，陳嘉寶
吸引大批男粉絲到來，

她笑道：「不是，有男有女也有小朋
友，其實Bob最多粉絲，因為他很會
逗小朋友歡喜。」

沈卓盈自揭撞鬼經歷
身穿黑色低胸露腰裙的沈卓盈表

示，在《區區有鬼故》中以記者形式
搜尋各區鬼故的來源，雖然拍攝時沒
有遇過靈異事件，但原來沈卓盈曾有
撞鬼經歷，她說：「試過一次休息睡
覺時發現有人貼牆行過，然後有一把
男聲在我耳邊講幫我按摩，之後我就
全身動不了，想叫也出不到聲，幸好
有人來叫醒我才沒事。」現在信奉基
督教的沈卓盈，表示已不怕鬼怪之
說，因為宗教能給她信心面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南
派第一反串」歐陽青將於8月22至24
日在北角新光戲院舉行《芳華百變歐
陽青巡迴演唱會2014香港站》，昨日
記者會上，歐陽青以古裝美女打扮亮
相即場獻唱一段曲目，同場亦獲表演
嘉賓馮寶寶及童星李馨巧到來撐場。
馮寶寶答應當表演嘉賓，她笑言首
次見歐陽青已給「她」的韻味迷倒，
更禁不住向她揩油摸她下巴一下，怎
知「她」害羞起來說不要這樣，感覺
着實好玩，便答應了演出，寶寶姐透
露屆時她會獨唱一首《其實你不懂我
的心》以及跟歐陽青對唱黃梅調《戲
鳳》，互相反串演出。
寶寶姐離婚之後，現四海為家，她
表示剛從台北參與過慈善活動，寶寶
姐說：「我細仔在北京、阿哥在上海
做廠長、大仔在港做導演、檳城將來
退休可以住、台灣又有好多朋友，我
不愁沒地方住。」寶寶姐現間中會返
馬來西亞，對於昨日再有馬航客機發
生空難全機二百多人無一生還，寶寶
姐看新聞聽聞是衝着俄羅斯總統普京
而發生，問到會否感到坐民航客機也
很不安全？寶寶姐說：「我不這樣
看，反令我赫然認識到生命的無常，
不好去看驚的一面，要開心去過下一
分鐘，這就賺了，所以要積極去過每
一天！」
寶寶姐又指近來她重新拾回17歲的
自己，笑問她是否再有初戀的感覺？
她笑笑口說：「不是，我17歲還未初
戀，只是回想到當年我演小白龍曾經
偷走，因為當時看到對手吊威也斷了
入院縫了21針，自己沒入學只靠個
樣，要是一樣的命運就甚麼都沒有，

所以獲影迷契妹的父母相助給我三百
英鎊去留學6年。」
寶寶姐坦言有意寫回憶錄，另又會

集編、導、演於一身拍一部有關阮玲
玉自殺為題的電影，計劃在2016年其
入行60周年的3月8日婦女節當日上
畫。寶寶姐指她會想拍阮玲玉，原因
她是默片第一代女演員，到30年後其
四屆影后契媽林黛又自殺，她說：
「95年我都曾自殺過，只不過給張國
榮成功了，我就失敗了！」

李馨巧無懼再坐馬航
李馨巧將首次公開演唱，她會表演
三首歌，但其沒感到緊張，反笑言找
她當嘉賓應是青哥哥會較為緊張。李
馨巧剛從北京來港，她指其實正忙於
拍電影及電視劇，現她就讀五年級，
要拍戲時就得靠學校電郵功課給她做
好再轉寄回學校，這是她入學前一早
向學校申請好的。
經常在外地拍完戲坐飛機返馬來西

亞，談到昨日馬航客機空難，李馨巧
感到好傷心，因看到全機二百多人罹
難，不過她倒沒因此害怕了坐飛機，
也不擔心再坐馬航。

香港文匯報訊 無
綫小花岑麗香（香
香）昨日為沐浴用品
店擔任剪綵嘉賓，她
透露最渴望擁有黃色
小鴨子陪沖涼，皆因
在加拿大時亦有一
隻。談到沐浴習慣，
香香自爆減肥妙法：
「因為香港的空氣沒
有加拿大那麼好，加
上工作有壓力，很易
水腫，常常浸浴則有
助消水腫。（將來與
男友鴛鴦浴？）要結
婚後才可以。」
期間，香香向記者

訴苦指日前落妝時烏
龍，導致眼肚被假眼
睫毛傷了，令她不
禁嬲自己不小心，認
真搞笑！
此外，香香為馬航

空難死者及其家屬感
到傷心，並謂會代他
們祈禱，希望他們走
出傷痛，心有平安。

香港文匯報訊 陳曉東即將推出
最 新 國 語 專 輯 《2014
CIRCLE》，當中新歌《圈套》
更邀來愛妻王妤嫻一起合唱，並
由東東親自監製、錄音和拍攝
MV，當時小千金「爆米花」仍在
媽媽腹中全程參與，十分甜蜜！
東東又讚太太唱得好，他說：
「第一次錄音能做到這樣，很難
得！」他還透露很怕太太錄音時
動了胎氣，不時叮囑不要用太多
力。

對妻子關愛備至的曉東，為了
答謝太座的辛勞，也不假他人，
親自擔任造型師，奔赴台北101為
太太做造型，以讓她在MV中完
美現身，雖然有孕在身，但妤嫻
的樣子不像孕婦，充滿母愛的樣
子分外美麗。東東也很滿意這次
夫妻聯手打造的心愛結晶，MV
導演更取笑說：「《圈套》好甜
蜜啊，是你們一家3口的『甜甜
圈』啦！」讓東東笑得合不攏
嘴。

香港文匯報訊 張智霖
（Chilam)早前拍攝其演唱
會主題曲《瘋狂有時》
MV，為配合歌曲主題
「瘋狂」，Chilam在MV
中做了不少瘋狂的事，適
逢拍攝期間是世界盃，所
以身為「足球小將」迷的
Chilam 便找來組合 CAll-
Star，齊齊以「足球小
將」造型拍攝。
此外，還有田啟文（田
雞）以「少林足球」三師
兄的造型拍攝，Chilam
說：「《少林足球》這套
電影亦很經典，要謝謝田
雞再次以三師兄來拍攝

MV，真係好正。這次真的要很感謝各方好友的支持，為了
這個『瘋狂』MV，真係有幾瘋狂便有幾瘋狂，自己碌了不
少人情牌，個個都很有義氣的答應。在MV中自己亦有不
少造型，當日更由中午拍到凌晨，可算是自己有史以來拍
得最累的MV，雖然係好累，但拍攝時也很開心，嘗試了
不少的look，看了完成品自己也很滿意，覺得辛苦也是值
得。」

陳
曉
東
新
歌
邀
愛
妻
獻
聲

陳嘉寶拜甄澤權為師學魔術

為賀後年入行一甲子
馮寶寶擬寫自傳兼執導

岑麗香浸浴減水腫

Chilam趁拍MV找好友瘋狂

■■ Eric KwokEric Kwok
與葉蒨文互送與葉蒨文互送
羽毛球拍羽毛球拍。。

■■學友表演時學友表演時，，一旁一旁
的的Eric KwokEric Kwok似粉絲似粉絲
般聽出耳油般聽出耳油。。

■■化身化身Iron ManIron Man的的Eric KwokEric Kwok
跟跟EasonEason展搞笑舞姿展搞笑舞姿。。

■■Eric KwokEric Kwok感謝太太一路支感謝太太一路支
持持，，更跪地顯誠意更跪地顯誠意。。

■■霆鋒也是前晚的座上客霆鋒也是前晚的座上客。。

■■表演嘉賓馮寶寶表演嘉賓馮寶寶((左二左二))及李馨巧及李馨巧
((右一右一))到來撐場到來撐場。。

■■歐陽青以古裝美女打扮亮相歐陽青以古裝美女打扮亮相。。

■■田雞以田雞以「「少林足球少林足球」」三師兄三師兄
的造型為的造型為ChilamChilam的的MVMV助陣助陣。。

■■MVMV中中，，東東與妻子深情對望東東與妻子深情對望。。

■■左起左起：：梁烈唯梁烈唯、、陳嘉寶陳嘉寶、、許亦許亦
妮與妮與BobBob為無綫新節目宣傳為無綫新節目宣傳。。

■■岑麗香為沐浴用品岑麗香為沐浴用品
店擔任剪綵嘉賓店擔任剪綵嘉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