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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敏、鄧萃雯、伍詠薇和老公、盧凱
彤、魏如萱、李浩霖等有份捧Sammi

場。不過最矚目的可說是許志安，他不但由
頭坐到尾，而且非常投入，與鄰座Sammi的
家姐一齊揮棒應援，又口噏噏跟着唱。
表演嘉賓張學友出場，全場震撼。Sammi
「繑住」學友行完舞台上「紅地毯」，她指
學友逢騷必到，有求必應，封他「樂壇慈
父」。

熒幕初吻送學友話open
原來他們早於Sammi首部電影《飛虎精英

之人間有情》演情侶，Sammi笑說：「我同你
拍第一套電影，不過好少人留意，如果大家翻
睇請留意我當年的大髀！」學友說：「好厲
害，唔知點解你啲baby fat真係好奇怪，baby
咗幾廿年，突然之間冇晒！」Sammi反擊說：
「咩突然間？我好盡力咁減㗎！」
現場播出學友和Sammi在電影中咀嘴相
片，全場嘩然！Sammi更大叫：「嘩，好
open呀，我細個做乜咁Open？拍埋呢啲三
級片？學友，我就送咗熒幕初吻畀你啦，好
滋味啦，黏晒嘴咁樣！」學友笑Sammi當時
夠肉，Sammi即激動謂：「咩意思呀？」學

友講得興起時幾乎踩到Sammi的裙腳，她笑
說：「唔好踩到我條裙啦，着完要還㗎！」
引來哄堂大笑。
她又為學友的新專輯宣傳，學友笑言：

「我唔係喺度做宣傳！」Sammi卻搞笑回應
說：「我鍾意同你做宣傳呀！咁順便宣傳埋
我嗰隻，買學友嗰隻『燒肉』就搭我嗰隻
『豬頭骨』，買埋我隻碟啦，多謝各位！」
博得全場掌聲。

完騷後最想食豬肉乾
Sammi隨後落台換衫，學友則趁機

爆料說：「我先旨聲明，我唔係plug
歌，因為我做嘉賓好少唱新歌。但佢
話真係好想我唱呢首新歌，咁我返
去睇啲歌詞就知道點解要我唱呢首
歌喎！首歌係講一對男女經歷咗波
折，學懂點樣去愛！」觀眾歡呼，
有人更大叫「安仔」，學友續說：
「所以我知道呢首歌點解感動到
Sammi！」然後他獻唱《用餘生去愛》。
此外，已完7場演出的Sammi繼續狀

態大勇，前日開騷唱了多首快歌後，笑
言：「仲有4場，完騷第一件事我要放

塊豬肉乾入口，仲要食叉燒飯。歡迎你哋送
豬肉乾、雞蛋仔、花生糖。其實令我開心真
係好簡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無綫《勁歌金
曲頒獎禮》將於明年1月18日舉行，因林峯缺
席，容祖兒被傳不會現身，令「最受歡迎男、
女」歌手獎項成焦點，有指謝安琪(Kay)頓成
「女歌手」大熱，而Kay亦對自己滿有信心。
Kay、洪卓立（Ken）、泳兒、許廷鏗及鄭俊
弘昨日出席「勁歌」招待會，而何雁詩的露背
裝、黃宇希的低胸裙亦成功搶鏡。向來受到無
綫疼錫的許廷鏗除了與星夢娛樂行政總裁何哲
圖主持儀式，拍攝大合照時，他和Kay更被安
排站在中間位置。
「勁歌」當晚將頒發37個獎，而新增設獎項

有最佳樂隊組合獎、傑出表現獎、最佳原創歌
曲獎、最佳改編歌曲獎及最佳跳舞歌曲獎，部
分獎項更設金銀銅，1月4日便開始全民投票系
統。
容祖兒或許會不出席今屆《勁歌》頒獎禮，

有指Kay接棒「最受歡迎女歌手」機會很大，
Kay也不客氣表示做人一定要有信心，不然怎
去做人，不過今年能推出一張代表自己聲音的
唱片已很滿意了。
Kay明白每個頒獎禮均有不同遊戲玩法，但
歌手們都互相支持，相處融洽，大家抱着感恩
心態出席。有指參與頒獎禮的歌手越來越少，
Kay直言不想見到這種情況，同時頒獎禮應貼
近樂迷喜愛程度，令人更期待，但並非倡議只
舉行一個頒獎禮，Kay覺得不同頒獎禮亦拋開
論資排輩的老規矩，讓更多不同的歌手可以提
升自己。

努力維護G.E.M.
提到G.E.M.在新城頒獎禮後遲了45分鐘先現

身慶功宴，她解釋是補妝執拾後便趕到現場，
原來她撒謊，其實是與獎項合照兼派餅給歌迷

才遲大到，Kay維護G.E.M.說：「可能佢很少
在港，當晚很多樂迷來支持，離場時見到粉絲
便體貼他們快速拍照，對粉絲抱有感恩的心其
實都是好事（但她撒謊？）我無法為她代言，
可能她年紀尚細，仍有不足之處，畢竟去到某
一個位，優缺點很容易給放大，其實她已經做
得很好。」
至於黃秋生指批評出席「勁爆」歌手得一成

合格，Kay重溫過自己當晚表現還可以的，她
說現場混音技術會影響效果，而且香港歌手現
場演出機會不多。
泳兒被問到師姐祖兒缺席頒獎禮，她表示不
知道，但不論有多少人參與，自己有份角逐已
很開心。而G.E.M.講大話遲到新城慶功一事，
泳兒和Ken都不知情，Ken表示若然時間許可
都會答謝粉絲，要是影響到其他人便會向粉絲
表明下次拍照補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吳若希、Shine昨日出席時代廣場舉行
的音樂會，說到黃秋生在社交網批評出席「勁爆新城頒獎禮」的歌手
嚇死人，很多走音鬼叫，十個只得一個合格，對此，當晚有份在「勁
爆」台上得獎的吳若希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存在價值，而每次亦未必
是發揮到最好，吳若希承認當晚新人中很多都不認識，可能樂壇給他
們宣傳地方不多，新城便正好給機會大家在台上演出。
問她覺得自己合格嗎？她說：「OK的，都滿意，(歌手得獎唱歌都

走音，不覺很醜？)唔係好醜，而我只是不滿意在《萬千星輝賀台慶》
當晚的表現，因太過緊張而集中不到唱歌，所以其他人都可能有這種
情況出現，今次做不好便下次做好些，每次都從錯誤中學習，只要不
緊張看開一些便會做得好，每個人狀態是隨着每日有所不同，而歌手
都是人，也有失誤時候，需給予機會讓大家在失誤中成長。」
吳若希過往連續幾年都有在時代廣場參與倒數活動，今年這裡取消
倒數也很遺憾，不過她已接了其他的倒數活動。
Shine今年開完演唱會後，似乎在
樂壇又再沉寂起來，他們表示一直有
自資做歌，會把新歌放上網。至於製
作成本，Shine透露：「可大可小，
不算很多，通常六位數可以製作幾首
歌，之前連MV都親自操刀。」天佑
親自為MV執導，連導演費都慳回，
問到會否考慮簽唱片公司？天佑謂：
「可能會傾發行，出唔出實體碟就未
知，有機會限量推出。」

向學友點歌傳情向學友點歌傳情SammiSammi
「「用餘生去愛用餘生去愛」」
SammiSammiSammi向學友點歌傳情
「「用餘生去愛用餘生去愛」」「用餘生去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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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Touch Mi鄭秀文世界巡迴演

唱會」 前晚在紅館舉行第8場演出。當晚

天王張學友擔任表演嘉賓，學友爆料指

他原本不計劃唱新歌《用餘生去愛》，

但Sammi則很希望聽到，再看看首歌

原來是講一對男女經歷了波折，學懂

怎樣去愛，他隨即明白Sammi為何點

唱。無獨有偶，當晚許志安由頭坐到

尾，而且看得非常

投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
儀）黎美言（Winkie）昨日
穿上黑色露背緊身短裙，與
畫家Eric Ng出席「人體彩繪
展覽」記者會，Winkie好友
小肥也有捧場，小肥更送上
一件T恤給Winkie，並用唇
膏 在 Winkie 背 脊 後 寫 上
Sexy Winkie，畫家Eric則示
範用唇膏在Winkie背脊畫巴
黎鐵塔。
Winkie表示今次畫展是用

唇膏來彩繪，令她夢想成真，
因從小到大她都喜歡畫畫，所

以邀請了畫家Eric合作，並用
唇膏作畫的主題，他們更畫了
很多個通宵。問到是否想走性
感路線？她說：「將來如果歌
曲適合也可以。」剛過去的聖
誕節，Winkie表示朋友們都
心急想她拍拖，安排了一些男
仔給她認識，但因為要趕畫
展，所以當日沒有應約。
Winkie 被問到可會考慮小
肥？她說：「都可以，我同小
肥都係07年新人，亦係澳門
人，小肥性格很好及有義氣，
不過大家現在係朋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由
《老表，你好Hea！》一班演員，
包括王祖藍、王菀之、蔣志光、韋
綺珊、黃光亮、陳嘉佳、李麗霞、
陳明恩等演出的《HEA爆香港演唱
會》，將於明年一月三十至三十一
日假會展舉行，昨日眾人聯同出品
人王傲山出席記者會，會上蔣志光

更即場聯同《老表》中的「半紅不黑」樂隊兩位成員夾歌。
祖藍與王菀之一起接受訪問時表示，今次不是像演唱會而是合家

歡，希望齊集《老表》眾人為大家帶來歡樂。問到祖藍屆時會否唱
歌？他說：「我唱歌就獻醜啦，(你度演唱會節目流程？) 一半回憶《老
表》一、二集，一半係佢哋想做乜就做乜，我自己會穿插一啲棟篤
唱，爆吓大家拍一、兩集幕後鮮為人知的秘密。」他又透露今次會請
來多位神秘嘉賓，問到會否邀請女友李亞男演出？祖藍說：「有可
能，(預演婚禮？ )傻啦，畀你估到就唔神秘啦。」
蔣志光表示已有二十年以上沒有開騷，今次再開騷他除會與韋綺珊
合唱外，又會與其他人合唱。問到今次是否試金石？阿蔣坦白承認
說：「今次係試金石，的確好多人搵我開演唱會，其實開唔開都係次
要，我想同年輕人合作。」他又稱有跑馬拉松，狀態方面不擔心。
演唱會出品人王傲山表示今次的演唱會是公司的頭炮，投資了七位
數，而有這個構思是因為《老表》收得外，也是賀王祖藍結婚，加上
蔣志光又唱得。問到眾人中哪個的歌酬最貴？他說：「估計祖藍收最
貴。」王傲山又透露公司第二炮會為杜德偉開個唱。除了搞演唱會
外，王傲山又透露有意拉攏張衞健開Talk騷及做一些小朋友騷。被問
到與有線主持劉明軒離婚一事，他說：「手續搞得差唔多，係一個經
歷，大家有溝通，唔係鬧交收場。」

傳祖兒缺席「勁歌頒獎禮」

謝安琪自信奪「女歌手」獎

香港文匯報訊 沈震軒（Sam-
my）、陳華鑫（Gloria）與陳潔玲等
人昨晨冒寒到麗都灣沙灘為新劇《性
在有情》進行拍攝，並上演一幕女救
男的落水戲。Sammy飾演的戇直男
教師留着齊蔭頭，劇情講述他不小心
遇溺，飾演女學生的Gloria即落水救
他，更為他進行人工呼吸。
昨日天氣寒冷，但現場四位女生無

懼寒風，皆以性感比堅尼上陣，當拍
攝沙灘排球戲份時，場面分外香艷。
於等候埋位期間，Sammy亦發揮紳
士風度，見到女生們冷得「騰騰
震」，就脫下身上羽絨讓她們披上保

暖。問到於水中獲救一幕，怕不怕不
慎觸及女方重要部位？Sammy笑言
百無禁忌，因為自己連《喜愛夜蒲》
也拍過。

開騷送歡樂
《老表》原班人馬

黎美言錯過聖誕相睇約會

吳若希籲歌手從失誤中學習

沈震軒演男教師享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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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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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廷鏗和謝安琪在大合照時被安排站在中間位置許廷鏗和謝安琪在大合照時被安排站在中間位置，，可見受寵程度可見受寵程度。。

■黎美言不排除日
後走性感路線。

■四位女生以性感比堅尼上陣，與
沈震軒對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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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祖藍(右)被王傲山爆歌酬最
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