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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台灣組合Lollipop F前晚為「太陽計劃」活動演
出，此行他們將留港3天，主要是跟導演傾談合作事宜，並會到內地工作。近日
「房東」涉毒事件備受外界關注，內地正嚴打吸毒藝人，對此，他們表示不
怕、因沒吸毒，更明白吸毒不是好事情，也沒有受過引誘，是陽光少年，亦希
望藝人和其他朋友都不要嘗試。
敖犬和柯震東曾合作拍電影《那些年》，敖犬說：「那時對方剛出道，拍完
後大家都沒有聯絡，因為很忙，不過看到有關新聞時也傻了眼，很難過，相信
他要面對很多事，我也有傳訊息給他。接下來是一個難以面對的世界，其實他
也做過不少好的事，拍過好戲，希望他可以加油，回到正途後把不好的東西戒
掉，大家為他張開雙手給他擁抱。」
提到范瑋琪和陳建州懷有雙胞胎，他們開心說這是娛樂圈的好事，更在三個
月前已覺得范范的肚皮有點不正常，曾經懷疑她有喜，但當時范范說沒有，小
煜笑說：「那時肚皮仍很平，當時仲摸過她個肚影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入
行逾十年的鄭俊弘（Fred）憑着歌
唱節目《星夢傳奇》彈起，終有機
會在11月1日假九龍灣展貿舉行首
個 《 鄭 俊 弘 Welcome To My
Dream演唱會2014》，昨日的記者
會上Fred形容心情如像結婚。
活動上，Fred的老闆何哲圖和無

綫製作資源部總監樂易玲均有到
場，並一同舉杯預祝Fred個唱成
功。首度擔正開騷的Fred會否擔心
票房壓力，他表示門票下月2日正
式公開發售，尚未知結果，而何哲
圖就指網上門票已售罄，Fred不諱
言希望加場。
至於嘉賓人選要視乎師傅巫啟賢

的檔期來不來到，其他尚未落實。

會否請緋聞女友姜麗文（Lesley）做
嘉賓？Fred 表示：「希望她來
睇。」說到Lesley已交上新歡楊受成
孻仔楊政龍，Fred笑笑口說：「唔
知佢，無問佢，自己現時集中唱片
和做這個騷，也知Benji（姜文杰）
和Lesley在內地歌唱比賽很紅，希望
當晚他們會在港來睇我個騷。」Fred
稱跟Lesley有保持聯絡，大家仍是朋
友，但就沒八卦對方感情事，笑他
對人家不着緊好易給人搶走？Fred
說：「我事業緊要，(對自己有信心
不怕女方給搶走？)現在練歌先，難
得有這個好機會，我要把所有心機
放在演唱會上。」
女人緣甚好的Fred，除了Lesley
外，還跟港姐蔡思貝和「巨聲女」

王嘉儀傳緋聞，到時會否邀她們濟
濟一堂睇騷？Fred謂：「希望個個
都來睇，(坐埋一枱？)打牌咁，全都
是朋友，不會尷尬，一齊坐都
得。」Fred已開始操練體能，台上
表示會「脫掉」的他會否展示腹
肌？他笑說視乎到時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容祖兒（Joey）、張敬
軒、N-Sonic、Lollipop F、吳雨霏等歌手前晚參與《太陽
計劃2014展翅青見夢飛行》演出，熱戀中的Joey被問到好
姐妹鄭希怡（Yumiko）於下月九日補擺喜酒一事，Joey透
露將是姐妹團成員之一，屆時會送一日時間給新娘子，因
之前Yumiko在蘇梅島搞結婚派對時已去不到，這次一定要
到，但禮物便未想到。
當日的姐妹團陣容強盛，還有阿Sa（蔡卓妍）、阿嬌

（鍾欣桐）、應采兒、李璨琛老婆，黃伊汶，Joey透露：
「我們姐妹團開了個群組，她們想出來的遊戲好毒辣，阿
Sa話要拔足兄弟99條腳毛先畀見新娘，又會玩冰桶引申出
來的遊戲，可能會淋其他東西，新郎又要限時幫兄弟貼假
眼捷毛，其實自己不是太懂這些，所以無得獻計，（怕日
後給報仇？）有成十個人諗點折磨佢哋，我負責開心咪得
囉，唔係這個時間玩幾時先玩？班姐妹恨咗好耐。」

軒仔嘆N-Sonic綵排也專業
張敬軒和韓國組合N-Sonic同場
演出，他驚嘆韓國藝人的專業，軒
仔有感而發說：「見到N-Sonic綵
排，考慮自己是否要轉行，現時香
港藝人在國際上競爭力不及當年阿
倫、哥哥張國榮、梅姐。N-Sonic
綵排時簡單在台上行位已很專業，
排完後又向現場工作人員90度鞠
躬，突然覺得一個國家地區藝人的
演藝事業崛起是有原因，看完他
們，自己的演唱會都會調整一下，
有否用心去做，觀眾是感覺得
到。」軒仔無奈續說：「韓國政府
會支持藝人發展，但香港想借個場
地拍攝都未必批准，希望香港政府
可以多多支持。」

鄭俊弘備戰處男個唱
沒空理姜麗文新緋聞

Lollipop F自喻陽光少年鄭希怡補擺喜酒
祖兒爆阿Sa出招玩殘兄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狄易達（達仔）、蔚
雨芯（Rainky）的經理人簡文滌新開設的公司澳滌娛
樂國際有限公司昨日宣布正式成立，達仔與Rainky的
前老闆陳百祥(叻哥) 以及黃柏高等也有到賀，台上文
滌更多謝叻哥一直鼓勵他：「無佢無我。」
達仔表示加盟新公司之前，因日以繼夜拍劇、做舞
台劇及做騷，曾迷失自己的歌手身份，而加盟新公司
最開心是可以主力去做音樂，今年並會推出新專輯。
達仔表示旗下開設的跳舞學校簽的新人，也會跟隨他
簽約新公司。
早前有報道指因達仔與Rainky的前老闆叻哥「關水

喉」，以致二人要另謀出路。Rainky就重申傳聞得啖
笑，並說：「唔好屈佢(指叻哥）食死貓，叻哥一直好
照顧我哋，現在的關係好似師徒。」
叻哥昨日獨自出席賀文滌新公司開幕，與達仔及
Rainky碰面時也有握手打招呼。叻哥表示出席見到合
作十多年的拍檔開公司，就好像睇住個仔畢業，很戥
他開心。
此外，昨日是鍾鎮濤(阿B ) 與范姜大婚之日，叻哥
因為有工作在身而未能出席對方在峇里的婚禮，但會
待阿B返港送禮物。

吳國敬寫歌批甄妮
梁漢文拒插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
儀）梁漢文（Edmond）昨
日接受 now 台音樂節目訪
問，並為全新國語大碟《聽
後感》宣傳。已有15年沒推
出國語碟的Edmond坦言心
情緊張。
近日「房東」涉毒事件，
惹來樂壇前輩甄妮關注，連

日更在網上留言狠批，認為要加倍嚴懲，留言惹
來向華強太太陳嵐批評，二人更展開隔空罵戰，
吳國敬更創作了一首名為《世紀老八巫》寸爆甄
妮，身為阿敬好友的Edmond卻不敢插口，只
說：「阿敬向來有名是樂壇霹靂火，佢有佢的態
度，但我唔想插口，出少句聲當幫忙。」至於會
否幫阿敬唱這首歌？Edmond笑指阿敬近幾年甚
少找他唱歌，最多找他踢波。

狄易達蔚雨芯轉會
否認因叻哥「關水喉」

昨日是鍾鎮濤的大日子，在峇里的酒
店Alila Villas Uluwatu內迎娶拍拖

17年的范姜，昨日一早阿B已更新微博難
掩喜悅之情，他上載一張由朋友繪畫的一
家六口全家福，該張Q版全家福前日亦有
送到婚前Party上，供予賓客簽名。此
外，阿B亦晒出貌似石頭般的喜糖相，並
留言感謝眾人的祝福：「送上喜糖，謝謝
大家祝福！」
婚禮在昨日下午1時半舉行，天公作

美，陽光普照，范姜形容她的心情是「超
感動」。婚禮開始，大家起初也猜想阿B
會是第一個感動落淚，但原來是擔任證婚
人之一的關之琳在台上致辭時，首先忍不

住哽咽，然後引發到阿B、范姜及眾賓客
的連鎖情緒，大家便一起因感動而哭起
來。一眾賓客好友在婚禮完結後也高歌來
賀一對新人，氣氛溫馨。

志偉笑阿倫證婚講錯嘢
是次婚禮沒有兄弟姊妹團，反之有很多

「星二代」，另有一班圈中好友到賀，當
中包括曾志偉、譚詠麟、張學友、張家
輝、梁家輝、杜德偉、邱淑貞及其老公沈
嘉偉等，眾人以全白打扮現身。而志偉、
阿倫、學友、張家輝、梁家輝、杜德偉、
彭健新等在婚禮後也錄製短片賀阿B完
婚。

志偉透露整個婚禮令人感動，阿倫都指
有賓客在開場播出音樂時已不禁落淚。一
向搞鬼的志偉又踢爆同樣擔任證婚人的阿
倫說錯話，學友笑着補充指因阿倫要講普
通話，阿倫聞言也笑言要打字幕才令人明
白。
隨後，阿B發表感言，表示很感恩，感

謝遠道而來為二人送上祝福的一眾親朋好
友，他又有感而發地說：「這個不是兩個
人的婚禮，而是全家的，例如老婆的頭紗
是由大女設計。」
最後由張家輝送上恭賀說話，他激動

謂：「祝B哥哥、B姐姐愛到地球盡頭毀
滅時！」其他人也起哄附和讚好，場面歡

樂。

記者闖酒店被帶返警署
鍾范峇里婚禮可說是保安非常嚴密，酒

店的保安明顯加強，記者到現場採訪也困
難重重。據知，有傳媒因誤闖酒店的私人
沙灘，被保安發現報警，有記者更被帶返
警署。對於有記者在酒店被警察帶走一
事，鍾范二人也是婚禮之後才獲悉，由於
早前跟酒店簽定了保密協議，因此有關方
面可能過分緊張。二人又表示婚禮是一件
開心的事，希望大家都開開心心！！對於
今次事件，兩人謹向各新聞朋友致歉，敬
請大家見諒。

的婚禮的婚禮
辦全家人辦全家人阿阿BB范姜范姜

關之琳證婚搞喊全場人關之琳證婚搞喊全場人

阿阿BB范姜范姜阿B范姜辦全家人辦全家人辦全家人
的婚禮的婚禮的婚禮

香港文匯報訊 61歲鍾鎮濤（阿B）與42歲范姜（素貞）的婚禮昨日於峇里舉行，結束拍拖17

年的愛情長跑。譚詠麟（阿倫）及關之琳齊齊擔任證婚人，先是關之琳致辭時不禁灑淚，惹來連

鎖反應，一對新人及眾賓客都感動到喊，再有阿倫因普通話不靈光說錯話，被志偉、學友等取

笑。阿B坦言很感恩，也感性地說：「這個不是兩個人的婚禮，而是全家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家燕媽媽
藝術中心十周年大匯演」昨晚假新光戲院舉
行，獲群星到賀，有家燕姐的好姐妹馮素
波、沈芝華、王愛明及陳寶珠，寶珠姐更偕
兒子楊天經及新抱到場，另郭晉安與太太歐
倩怡、楊思琦、張慧儀與養子、胡楓、曾
江、吳家麗及敖嘉年等捧場，市民亦將戲院
幾近逼爆。
家燕姐對於自己的藝術中心踏入十周年感

到相當有意義，她高興地表示自己是童星出
身，現能透過演藝課程讓小朋友培育出人生
道理，是她一直想做的事情，為創立這所藝
術中心，家燕姐坦言是百般滋味在心頭，因
多年來花上不少心血和時間，仔女曾勸她放
棄，然而每次見到小朋友逐漸成長，自己甚

麼辛苦也忘卻。家燕姐指昨晚就總動員集超
過百人來表演，更是全家總動員，為今次演
出她興奮得幾晚都失眠。
寶珠姐一知道芝華回港便特意通知家燕

姐，畢竟大家有幾年時間沒見面，也會待芝
華離開前再一起茶敘，不過昨晚幾位好姐妹
則沒有即慶上台唱歌，寶珠笑着搖頭表示演
出前她一定要作好準備的。
敖嘉年於微博指責內地人「打尖」，並

為此向外國人道歉，最終被網民不停炮
轟，可是他又無法將之刪除，他覺得一個
平台可以分享風花雪月，也應該可以講真
實的事。他又強調自己又不是講政治也沒
針對任何人，他一樣認識一些內地朋友是
禮貌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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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穿上白色衣裝的眾星統一穿上白色衣裝的眾星，，齊齊恭喜鍾鎮濤再做老襯齊齊恭喜鍾鎮濤再做老襯。。

■■鍾鎮濤和范姜昨日在峇里鍾鎮濤和范姜昨日在峇里
舉行婚禮舉行婚禮。。

■■身為阿身為阿BB多年的老友多年的老友，，關之關之
琳擔任證婚人之一琳擔任證婚人之一。。

■陳百祥(右)、黃柏高(左)
現身賀簡文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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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漢文

■容祖兒將是鄭希怡
姐妹團成員之一。

■■鄭俊弘獲無綫高層樂鄭俊弘獲無綫高層樂
易玲到場打氣易玲到場打氣。。

■Lollipop F稱早前已懷疑過范
瑋琪有喜。

家燕姐藝術中心匯演

沈芝華返港撐好姐妹

■ 左 起 ：
王愛明、陳
寶珠、家燕
姐、馮素波
及沈芝華難
得聚頭。

■曾江夫婦
偕吳君麗結
伴捧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