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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電台灣藝人隋棠昨天在facebook貼
出自己與孩子的照片，向外界報喜「生完了。
母子均安。自然產真痛」。
34歲的隋棠今年1月在美國登記結婚，婚後

一直被關注肚皮動靜；4月初出席代言活動
時，被問到生孩子計劃，隋棠還直呼不要給她
太大壓力，對生孩子順其自然、隨緣。
隋棠下午在網上貼出自己與孩子的照片，並

留言：「生完了。母子均安。自然產真痛。看
到他值得了。」照片中孩子閉着眼、頭髮茂
密，隋棠還在孩子照片旁寫下文字「各位哥哥
姐姐好，我是Max」。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謝安琪（Kay）昨
日到電台宣傳即將舉行的巡迴演唱會，並透露原定
九月在上海舉行的首站，改為在澳門，她說：「因
今年出道十周年，而澳門個期係十月十日，一聽到
立即改變初衷，我覺得呢個日子作為起步最完美。
至於香港站會是最後一站，將於明年四月舉行，就
好似一個細路出去遊歷完返屋企。」
至於今次巡唱的幕後陣容亦很強大，有曾與台灣

蔡依林、羅志祥及張惠妹等合作的知名演唱會舞台
設計師Joey，以及演唱會監製紅毛。至於歌衫就會
較貼近平日愛穿黑白的自己，不像第一、兩次個唱
般多色彩。問到歌服是否性感？她表示沒有這個想
法。巡迴地點已落實的有北京、上海、廣州、馬來
西亞及美加等地，阿Kay透露今次有些地方是她第
一次去演出，好像十二月去哈爾濱，她笑說：「台
上可能變冰雕，我諗要着樽領衫唱。」問到她與舊

唱片公司傾好歌曲
版權未？阿Kay指
版權交給經理人去
理，不過經理人瘦
了很多，又多了白
頭髮，連助手都瘦
了十幾磅，但很想
盡快開騷讓大家欣
賞。
另 外 ， 前 晚 阿

Kay 演出完新城的
音樂會後未有留低
接受訪問便離開，
問到是否要趕回家
看老公張繼聰做港
姐 司 儀 ？ 阿 Kay
說：「唔係，返到
屋企都做完睇唔
到，但老公迫我上
網睇返。」她大讚
老公做司儀表現不
俗，又識搞氣氛。

香港文匯報訊 兩場「Summer
Pop香港夏日流行音樂節—創意綻
放」音樂會，前晚在紅館圓滿成
功，王菀之（Ivana）、側田、藍
奕邦、羅力威、Robynn & Kendy
和AGA等六個樂壇新一代唱作人
同台演出，自彈自唱騷本領。
音樂會由以「白馬王子look」上

陣的羅力威打頭陣，自彈自唱。隨
後，Robynn & Kendy又玩吉他又
玩口琴和迷你木結他Ukulele邊彈
邊唱，雖然穿上裙子，但她們仍百
厭地擒上鋼架唱歌。原來前日是成
員Robynn生日，拍檔Kendy即場
與歌迷合唱生日歌祝賀，壽星女感
動說：「人生無幾多機會喺紅館舞
上表演時過生日，就算我係女仔都
唔介意公開年齡，我今日29歲啦，
2字頭最後一年終於可以喺紅館表
演，好榮幸呀！」

穿上7吋高跟鞋的Ivana出場，
她先唱《手望》和《小手術》兩首
慢歌，然後邀請藍亦邦出場與她合
唱《好時辰》，唱畢阿邦讚Ivana
靚女，她老實不客氣講「多謝」，
全場爆笑。當她演唱《柳暗花明》
和《粒糖有毒》時，竟不理自己腳
踏高跟鞋，在台上跳來跳去，觀眾
也替她抹一把汗。
音樂會尾聲，側田壓軸出場，一

口氣唱首本名曲《命硬》和國語歌
《很想很想說再見》大騷唱功，然
後他邀請羅力威出場合唱《三十
日》。兩人坦言原本互不相識，因
為這個騷而成為朋友，而且一見如
故，側田說：「有一次我請咗佢來
我屋企jam歌，玩得好開心好有火
花，仲完成咗我哋第一首合作歌，
希望快啲可以面世。我哋好多共通
點，都係好唔識講說話，都係好鍾

意好鍾意音樂，對住個琴就可以乜
都唔理，搞到女朋友『乍型』，係
咪？」台下Fans起哄，羅力威尷尬
傻笑，側田立即打圓場說：「唔講
呢啲，我哋講返合唱歌！」羅力威
亦沒有介懷，兩人合唱完最尾一句
還搞笑借位扮咀嘴，非常搞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
全）電影《大樂師．為愛配
樂》昨日舉行開鏡拜神，演
員 鄭 中 基 、 顏 卓 靈
（Cherry）、周秀娜及蔡潔

均有出席，Cherry於戲中飾
演作曲家，因本身不懂彈鋼
琴特別去苦練兩個半月共上
了25堂，也趁昨日開鏡作即
場演奏，她指首度公開彈奏

的確有點緊張。
鄭中基與Cherry戲中有曖

昧關係，對方被綁架，他則
是綁匪的朋友，無形中成為
Cherry的一隻「兵」，被指
指點點替她做事情。問到會
否覺得與Cherry合襯？中基
帶笑指作為綁匪與肉參來說
也是可以的，他更大讚
Cherry 叻 女 是 位 神童，
Cherry亦坦言頗喜歡中基的
幽默感。笑指中基的拍檔似
乎愈來愈年輕？他表示並沒
這感覺，二人亦指跟對方沒
有代溝。
至於今日正式開學日，中

基的大女已升上K2，也替她
檢查好功課，他笑指現在的
功課似是由家長來做，而首

日開學他亦會送女兒返校
門，他感覺女兒都喜歡上
學，跟同學一起玩，試過在
學校門口等了她大半天，她
才最後一個出來。
周秀娜今次扮演高級督察

要把中基生擒，故此會有連
場動作追逐場面，之前她拍
戲韌帶受傷，站太久腳也會
痛，醫生曾建議她開刀並要
做運動，然而開刀後要打石
膏無法工作，暫時就先做運
動希望能盡快復元。娜姐最
近似清減了，她解釋近日經
常腹瀉，或者因太緊張出現
壓力，加上之前一冷一熱拍
戲又引起身體不適，但她忙
到連看醫生的時間也沒有。

香港文匯報訊連詩雅（Shiga）的
全新專輯《大了一歲》即將推
出。專輯中有兩首歌的MV是
在美國洛杉磯拍攝，對於公
司落重本投放資源支持，
Shiga表示非常開心，會
繼續努力，希望不會辜負
公司對她的期望。
今次新專輯的造型亦突

破過往框框，不再一味以長
腿掛帥，改以高貴時尚的造型
示人，令大家都有眼前一亮的感
覺，Shiga說：「其實今次的造型我
自己係好鍾意同埋有喜出望外的感覺，
因為以前好多時影造型或者係雜誌訪
問，大家都會話總之要晒長腿要有腳
啦，但係今次好多個造型都係有種貴氣
的感覺。有同事一見到輯相大叫，話好
似Sammi（鄭秀文），咁因為Sammi係
我的偶像，自己當然係超級開心，希望
大家都會鍾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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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哈爾濱開唱

謝安琪穿樽領衫上台

周秀娜腳傷未癒又要跑

鄭中基顏卓靈沒代溝

側田累羅力威被女友「詐型」連詩雅唔晒長腿轉行高貴

安仔大讚
Sammi廚藝無得彈

香港文匯報訊 「Big Four」四子張衛健
（Dicky）、許志安、梁漢文與蘇永康，昨
日齊為好友雷頌德太太Jade主持的飲食節
目《閨密教煮》擔任嘉賓。談到各自另一
半的廚藝，一向鬼馬的Dicky即笑指自己的
養身之道就是不吃老婆張茜煮的食物，他
說：「有次拍完戲回家，她煮了心形牛扒
給我做宵夜，但吃下去少少似擦紙膠，個
胃頂了全晚，差點去扣喉！」Dicky又謂
Jade曾為太太買了整套廚具，但至今從沒
用過。
而安仔則大讚太太鄭秀文（Sammi）廚
藝無得彈，煮中、西餐都十分拿手，每次
都會全部吃畢，但自己卻不懂下廚也不愛
煮食，他說：「如果我入廚房，她會叫我
出返去。」梁漢文亦同樣讚老婆無得彈，
不過太太屬創
意派，喜歡研
究新方式來下
廚，如太太知
道他喜歡喝
酒，就試過用
白酒炒菜心。
至於蘇永康卻
怪責自己，每
逢周末都拉了
太太去購物，
令她未能享受
下廚樂，因太
太是個喜歡以
煮食來減壓的
人。

麥明詩前晚摘下港姐桂冠回家
後，父母為她安排了燕窩及蛋

糕作宵夜慶祝，也收到親友們短訊祝
賀，電話震到一早沒電。當選後即被
爆料原來已有男友，她反問記者所指
是哪位，可以找出來，因她沒有拍
拖，但男性朋友則很多。又有指曾做
矯型手術？她說：「是嗎？為何不早
說現在才說？我連箍牙也沒有，其實
小時候的我跟現在差不多，只是沒有
了babyfat。」她坦承現在有點迷失
了，要尋找自己，因為人很多元化，
未知自己的性格適合怎樣發展，但都
有長遠目標。
她是劍橋大學生，有智慧有自信，

問是否借選港姐為選特首鋪路？她
說：「選到那一日就是，人就像中藥
櫃，每次經驗都是一種中藥，他日有
需要便可以拿出來用，所以現在會盡
量執多些藥回來，至於選特首要40歲
還有十多年才可以，我現在才23
歲。」你最終目標朝此方向？她說：
「不會介意，但這件事是很長遠及艱
巨，要一步步來。」

又會否拍劇演戲？她表示看男主角
是誰，亦要他靚仔、年輕及沒女朋
友，記者笑她去拍劇不是去拍拖，她
才笑着回答：「是呀！也忘了！」麥
明詩比較欣賞王浩信對藝術的探索，
看他的演出都很到位，敢於嘗試。前
晚她表演時露出胸墊，她沒否認，稱
前晚確實有點粗心大意，可是全程要
快速換衫太過投入，只能說句不幸。
她亦透露今後不再穿泳裝，但即將要
代表參選華姐，她指暫時不會去想，
自己性格樂天，還是解決了短期的問
題再去想較長遠的事。

龐卓欣指男友感自豪
亞軍龐卓欣回家後即回看自己的表

現，覺得比預期好及淡定，媽咪陪她
看到清晨5時許才去休息。而前晚家
人及男友在蘭桂坊預訂餐廳慶祝，可
是她到凌晨3時才完成工作會合家
人，但她否認愛夜蒲蘭桂坊，只因餐
廳是朋友所開的才去慶祝。當選有否
向男友派定心丸？她笑說：「沒有
呀，對他亦是好事，大家都知他是我

男友，他會感覺自豪，也有讚我表現
淡定，不似平時般傻吓傻吓！」
季軍郭嘉文前晚回家後獲媽咪拿出

蛋糕為她慶祝及看比賽重播，發覺自
己在才藝表演環節表現最好。而她沒
有男友，希望在事業有好發展，也希
望像《4個小生去旅行》般拍《4個港
姐去旅行》。

港姐最高收視31點
友誼小姐林凱恩前晚是近期睡得最

甜的一晚，且前日綵排扭傷右腳要帶
傷演出，沒影響表現也很開心，媽媽
請她吃雞髀「以形補形」，她很久沒
有吃得這麽豐富。未來她也想在娛樂
圈發展，因其性格活潑，記對白也不
錯，希望將來能挑戰各類型角色。
前晚港姐平均收視為27點（約175

萬觀眾收看），較去年上升1點，最
高收視則為 31 點（204 萬觀眾收
看），成績不俗，不過有觀眾投訴節
目製作質素差，評審低俗，甚至有要
求停辦港姐，另亦有觀眾指節目可觀
性高及冠軍屬實至名歸。

「「狀元港姐狀元港姐」」嚴選演戲拍檔嚴選演戲拍檔「狀元港姐」嚴選演戲拍檔

麥明詩麥明詩不排除不排除
從政選特首從政選特首

麥明詩不排除
從政選特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2015出爐港姐麥明詩（Louisa）及亞軍龐卓欣（Ada）、季
軍郭嘉文（Karmen）及友誼小姐林凱恩（Iris）昨日在電視城會晤傳媒。一眾得獎港姐大有
機會接拍劇集，麥明詩坦言要對手靚仔、年輕兼沒有女朋友，被在場傳媒取笑她是去拍劇不
是去拍拖。被封為「狀元港姐」的麥明詩被問到選港姐為從政鋪路，選特首？她直言不抗拒
從政，包括參選特首，但這件事是很長遠及艱巨的事，要一步步來。

■■隋棠兒子隋棠兒子
英文名取名英文名取名
MaxMax。。

■■隋棠榮升隋棠榮升
人母人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側田(右)邀羅力威通宵jam歌後
成為朋友。

■連詩雅開心
新造型被讚似
Sammi。

■謝安琪透露巡唱首站改在
澳門舉行。

■雷頌德太太Jade主持飲
食節目。

■■左起左起：：張衛健張衛健、、梁漢文梁漢文、、蘇永康與許志安蘇永康與許志安
指太太的廚藝各有千秋指太太的廚藝各有千秋。。

■■左起左起：：周秀娜周秀娜、、鄭中基鄭中基
與顏卓靈出席與顏卓靈出席《《大樂師‧大樂師‧
為愛配樂為愛配樂》》開鏡儀式開鏡儀式。。

■左起：四
位出爐港姐
龐卓欣、麥
明詩、郭嘉
文及林凱恩
昨 日 見 傳
媒。

■麥明詩否認現
有拍拖。

■林凱恩稱前晚帶傷演出，
幸沒影響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