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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前來捧場嘉賓有梁漢文夫婦，張
衛健、劉浩龍、鄺美雲、Mr.主音

Alan和太太等，之前安仔被認錯是杜德
偉，二人便在後台扮錫拍照，讓觀眾分
辨真偽「安仔」，雖然Sammi沒有現身
台前，然而歌迷大叫「Sammi」名字此
起彼落，最後一場去到盡的安仔在台上
又唱又跳，再度裸露上身大騷八件腹
肌，整晚氣氛熱爆。

至嘉賓林憶蓮（Sandy）出場時，贏
得如雷掌聲，二人拖手合唱《至少還有
你》，安仔見到偶像憶蓮緊張得把咪撞
到門牙，緊握着對方的手不放，安仔興
奮說：「真的太開心，大家好耐無見憶
蓮在現場唱歌，今晚是一個福氣，我係
咁捉住佢隻手好唔應該，十幾年前已經
好鍾意這首歌，也在不同地方唱過，沒
想到可以企在台上一起合唱，多謝你完
成我這夢想。」口快快的安仔突然把
Sandy 錯 講 Sammi： 「Sammi 真
係……我覺得Sandy不可只唱一首歌，
歌迷不會放過你，我同Sandy準備舒服
甜品送給大家。」二人便又唱又跳《灰
色》和《傾斜》，安仔從後輕攬憶蓮腰
肢，但就未見有辣身舞。最後安仔以一
句「I Love You」答謝Sandy。

害羞多謝Sammi
情緒高漲的粉絲停不了叫Sammi的名

字，安仔既開心又無奈：「你哋係咪叫錯
名，係咪仲講緊Sandy，還是Andy（安
仔洋名），又話識我29年，連我英文名
都叫錯，你們好似吃錯藥咁。」最終安仔
不敵粉絲的熱情，羞答答細細聲說：「多
謝 Sammi 你 話 好 唔 好 …… 多 謝
Sammi。」令全場轟動，尾聲時安仔兩
度安哥出場，正當他問大家喜歡聽什麼歌
曲，粉絲欲罷不能大嗌Sammi，安仔笑
咪咪兩度反駁：「我無一隻歌叫
Sammi。」全場不予理會，繼續大嗌

Sammi，安仔乖乖就範行到綱琴前自彈
自唱Sammi的《不要驚動愛情》，儘管
安仔彈錯兼忘記歌詞，粉絲們照單全收幫
手和唱，為個唱畫上圓滿句號。

安仔完騷後接受訪問，現刻他最想同
許太吃一頓飯，大家投訴他在台上答謝
Sammi時聲線太弱，甜絲絲的安仔連忙
補鑊，深情款款兩度再說「多謝
Sammi」，又解釋：「講呢啲！唔通
大大聲好粗魯咁咩，（繼Sandy後，
何時跟Sammi合唱？）實有機會，剛
才已彈了她的歌，要講的都講了，從
沒想過要彈要唱這首歌，也是見到觀眾
反應，我便憑印象試下彈，之前無練
過，即興彈出來，所以咪甩，相信觀眾
不會介意，（在後台的Sammi有何反
應？）好開心，如何獎勵你？入到後台
見到有燒鵝髀，（你跟Sammi完騷後的
舉動一樣？)我開親騷都這樣，共同嗜好
食燒鵝髀，不講這些了。」

Big 4累聲帶受傷
接下來，安仔會先出埠工作，遲一些

才放假旅行，提到Big 4擔任嘉賓當晚，
張衛健大放笑彈，安仔謂：「笑到我飛
起，呢三隻嘢搞到我傷了聲帶，我完全
不知張衛健會在台上做什麼，總之兄弟
交給他便放心，可以帶動成件事，(他笑
你着內高踭鞋？）不多不少都會有，和
他一樣差不多一吋厚，但論鬥高度他不
敢認第一，(健仔話按湧泉穴可以壯陽，
又說餵人奶？）黐線啦，我都不知是什
麼穴，想掌佢嘴巴，亂咁講嘢。」

又有指安仔等人想重組「新秀同學
會」為梅艷芳搞慈善音樂會，安仔表
示：「我們本身有個群組聊天室，跟我
同屬第五屆新秀冠軍的文佩玲想搞個同
學會，用意是大家聚一聚，我會支持
她，如果成事的話可以回饋社會，一步
步慢慢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李思穎）張建聲為新
戲《壹獄壹世界》宣
傳，過去3日便在流動
「囚車」上度過牢獄生
活，昨日身穿囚衣的張
建聲正式放監，獲老闆
蕭定一、趙永洪、張松
枝、師妹唐貝詩到來迎
接回復自由。現場所
見，張建聲做足跨火盆、以碌柚葉掃身趕走衰氣，而緊接「入冊」坐
監的便是19歲𡃁 模馬嘉韻接力挑戰。張建聲經過這幾日獄中生活，令
他體重下降5磅，他表示：「最難捱是第二日，因要面對群眾壓力，以
致精神有點崩潰，有幻聽幻覺現象，原來是會困癲一個人，千萬不好
輕視，咁大個仔未試過面對精神創傷。」朋友見到他都指其眼神有點
呆滯，他會先讓自己休息兩日，視乎情況需否找心理醫生治療。
趙永洪在台上問張建聲這幾天如何解決性慾需要，張笑說：「會在
鏡頭後搵個位冥想，而且也沒力氣做這些事。」蕭定一表示會加張建
聲人工或獎金，也沒料這次報名反應很好，所以計劃加碼，在西九龍
中心加建一個固定監獄，讓更多人參加。
馬嘉韻在數以百計參賽者中被選出接力，她表示因為想親身體驗和
挑戰自己，屋企人都知她參賽，她希望能超越張建聲坐足7日拿走兩萬
元獎金，現時最怕是睡覺時被人拍照，馬嘉韻準備看書打發時間，免
得「坐監」太耐會精神崩潰。由於女參賽者備受注目，加上馬嘉韻穿
短褲露出大腿紋身，不難引人行注目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
穎）魔術師甄澤權（Louis）
以關注私隱運動大使身份，
昨日在銅鑼灣宣傳保護私隱
訊息，Louis更在街頭表演
啤牌魔術。
Louis覺得私隱好重要，

說到之前魔術穿崩更啟發對
私隱的重要性，就此事，他
會作為警惕，更認為魔術師被人知道魔術當中的秘密可以好
大件事，深深體會要好好保護。他不諱言現時在街頭表演會
更小心，要有充足準備，相對壓力增添不少。
說到他向澳門魔術師劉寶明追究一事，Louis透露一直找不
到對方，也要想一下對策，可能找澳門的法律朋友幫手。
問到《街頭魔法王》會否添食？Louis表示未必咁快，自己
都有興趣拍劇，最想是跟鍾嘉欣合作，覺得她演技好，也不
擔心遭到對方的男粉絲攻擊。

安仔拖住偶像憶蓮安仔拖住偶像憶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葉麗儀、關菊英、張德蘭、鄭
少秋、容祖兒、鄭俊弘、吳若希、胡鴻鈞及何雁詩，昨日到九
展為《顧嘉煇榮休盛典演唱會》進行綵排，其中葉麗儀獻唱了
《上海灘》等多首金曲，而煇哥亦有到場睇綵排，但他表示不
會睇晒所有綵排，因為很放心交給徐日勤。
問到煇哥對今次演唱會有何要求？他笑說：「拍靚啲，集合

咁多歌星好難得，對佢哋完全無要求。」身旁的葉麗儀就笑指
完全無要求比有要求仲要難。問到煇哥可有聽過四位新人鄭俊
弘、吳若希、胡鴻鈞及何雁詩的歌？輝哥坦白說：「無聽過佢
哋啲歌，好似唔知佢哋個名，係導演（丘亞葵）提議。」再問
到煇哥可會為新人作歌？他笑言會有機會。
鄭俊弘（Fred）昨日聯同吳若希、胡鴻鈞和何雁詩跟葉麗

儀、關菊英兩位前輩一同合唱《獅子山下》。事後阿Fred受訪
問時被問到煇哥表示不認識他們這新一代的歌手，他認為很正
常，並說：「一定啦，我哋啱啱先出嚟唱歌，但好榮幸可以有
份演出煇哥榮休演唱會，多謝煇哥邀請。（唔係煇哥，係導演
邀請？）都多謝。」Fred又表示剛才也有主動向煇哥介紹自
己，而演唱會當晚他們四個會合唱《乘風破浪》，歌曲會重新
編排，有Kpop感覺及要跳舞。問到可會擔心被彈唱得不好？
Fred謂會盡能力做到最好，但在紅館獻唱就感到很緊張，幸好
這次不是獨唱。談到他加入TVB都有一段時間，但都未有機會
與煇哥合作，可會感可惜？他說：「不可惜，(可想向煇哥邀
歌？)要好大膽先得，真係唔夠膽。」

祖兒獲欽點唱《明日天涯》
當年唱過煇哥不少名曲的鄭少秋(秋官) ，表
示這次能參與煇哥榮休盛典演唱會感到相當榮
幸，而煇哥昨日原先在另一樓層錄影演唱會的
宣傳片段，亦特地趕到綵排室向眾星致謝。當
秋官與煇哥合照時，秋官突然蹲低身，笑言作
為後輩不能高過前輩。
另外，容祖兒表示煇哥欽點了她唱《明日天

涯》，心情既興奮又有點戰戰兢兢，因為這首
歌難度很高，擔心會唱得不好。

香港文匯報訊 徐克電影《智取威虎山
3D》於第17屆意大利烏甸尼遠東電影節
壓軸作「閉幕電影」，監製施南生親臨現
場出席閉幕禮，更同時獲頒授「金桑樹終
身成就獎」，以表彰她多年來不斷為亞洲
電影文化製作及推廣等作出的傑出貢獻。
是次得到「金桑樹終身成就獎」，施南

生表示這是她從事電影事業三十多年來的
一個重要時刻，因為是她首次榮獲「終身

成就獎」。在頒獎禮儀式上，施南生答謝烏甸尼遠東電影節及現場觀
眾對她的支持及厚愛，更發表了致謝詞：「我衷心感謝過去34年來曾
經共事過的所有電影工作者，包括所有投資方、製作組及所有幕後工
作人員，感謝他們對電影工作的不屈不撓，熱情無悔，為電影工業作
出無私的付出，感激三十多年來有他們的支持和默默耕耘，正正是這
些幕後英雄造就了我今天的成就。另外，我也特別感謝合作多年的徐
克導演，因為有他天馬行空的創作靈感和對電影製作之認真，迫使我
不斷挑戰自己，因而造就很多不可能的電影製作，鞭策自己成為一位
更好的電影監製。」

Sammi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
昨日趙頌茹（Yu）出席港台劇
《監警有道》啓播禮，其他出席
的藝人還有吳日言、趙勁皓、莊
思敏、陳柏宇及黃婉曼等，劇中
阿Yu飾演軍裝女警，不過她就嫌
自己的造型似火柴：「今次我要
束起長髮，由於我頭細頸又長，
好似火柴一樣。」
提到她的前夫周永恒（Roy）去

年因與傳媒發生衝突而鬧上法庭，昨日Roy就此案證人身份
出庭，最終雙方庭外和解，阿Yu聞言說：「太好喇，我都明
白係做嘢啫。」對於Roy聲稱與她仍有聯絡，阿Yu說：「如
果香港法律上有啲事情我可以一個人處理會好啲，但法律上
有啲事情要處理就要聯絡。」
至於Roy又自爆在北京考獲健身牌照，並得到阿Yu支持，

她就說：「我對自己的私生活好清晰，知道大方向，現在正
處理緊兩人之間的法律問題，唔希望有無謂幻想畀大家，我
覺得已經係一個完結，（你們是否無法成為朋友？）大家價
值觀唔同，道不同。」
說到Roy想與兩個女兒見面，阿Yu則說：「好弔詭！呢件
係需要社工去跟進安排，我控制唔到，我都係等社工聯絡
我，不過我無任歡迎。」母親節將至，阿Yu指當日有工作，
不過自己也會替母親慶祝作為身教，讓女兒將來也懂得替她
慶祝。

張建聲困「囚車」現幻覺 趙頌茹拒與周永恒再做朋友

甄澤權想跟鍾嘉欣合作拍劇施南生意大利獲終身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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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嘉韻馬嘉韻((左四左四))接力張建聲接力張建聲((右四右四))「「坐監坐監」。」。

■■安仔緊握着偶像安仔緊握着偶像
憶蓮的手不放憶蓮的手不放。。

■Sammi■Sammi這幾天一直做丈夫這幾天一直做丈夫
背後的女人背後的女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查小欣與許志安夫查小欣與許志安夫
婦合照婦合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安仔前晚再度裸露安仔前晚再度裸露
上身大騷八件腹肌上身大騷八件腹肌。。

■■安仔與被指似樣的杜德偉安仔與被指似樣的杜德偉
後台扮咀後台扮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慶功宴上慶功宴上，，安仔跟安仔跟
PacoPaco等人祝酒等人祝酒。。

■■施南生施南生

■■葉麗儀葉麗儀、、關菊英關菊英、、鄭俊弘鄭俊弘、、吳若希吳若希、、胡鴻鈞和何雁胡鴻鈞和何雁
詩一同合唱詩一同合唱《《獅子山下獅子山下》。》。

■■煇哥特地趕去綵排室向鄭煇哥特地趕去綵排室向鄭
少秋及容祖兒等嘉賓致謝少秋及容祖兒等嘉賓致謝。。

■■趙頌茹趙頌茹

■■甄澤權在街頭甄澤權在街頭
表演啤牌魔術表演啤牌魔術。。

心已被愛妻全佔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許志安為人丈夫後的首個紅館演唱會前晚順利完成，安仔在

頭場親證已婚身份，前晚尾場時更在台上「傳情」，含情默默輕聲多謝太太Sammi，台前台

後四度深情答謝愛妻，又即興自彈自唱Sammi的《不要驚動愛情》，冧爆Sammi。雖然

Sammi連續四晚在後台做背後的女人，倆人不忘在後台攬着合照大晒恩愛，情繫老婆的安仔

更把表演嘉賓林憶蓮Sandy講錯是Sammi，可見安仔無時無刻都把Sammi愛在心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