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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欲參加內地歌唱比賽

不介意
師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文釗）劉浩龍（師兄）、狄易達、
Robynn & Kendy、雷有暉、鄭敬基與 BOP 等歌手前晚出席新城
《我要做歌手》決賽，師兄透露明年有意參加內地的歌唱比賽，
想嘗試蒙面出賽，也不介意要他「嗌」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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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內地真人騷節目大受歡迎，師兄笑言自己十多年前已參加過歌
唱比賽，起初曾擔心再比賽會有心理包袱，但現在會認為要有挑
戰，他說：「我想以蒙面形式參賽會比較有趣，而且會較少壓力。」

錄製新唱片不找女友合唱
對於歌唱比賽以「嗌」歌方式較受注目，師兄笑道：「合我喎，我
都幾嗌得。剛出道時別人話我唱歌太用力，可能會是我的優勢。」問
他是否想多賺錢拉近與女友容祖兒的距離，師兄強調不關事，自己一
直努力工作。師兄又透露明年的新唱片會收錄自己的作品，等待公司
批准用他的歌令師兄心情忐忑，笑問會否找女友祖兒來合唱，他說：
「不好吧，我喜歡與男仔合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陳慧琳(Kelly)年尾的
演唱會反應熱烈，現宣佈加開 12 月 24、25 及 26 日
最後 3 場，門票將於明天公開發售。陳慧琳（Kelly）說：「約定大家在平安夜、聖誕節及 Boxing
Day一齊開Party！」
Kelly 除了忙於為演唱會排練外，日前為全新廣東
大碟的第二首主打歌《請放心傷我》拍攝 MV。內
容講述今生能愛一個人，一定是前世注定了；上一
世我傷了你，今世就要補償，而下世就有機會可修
成正果。每個人的故事其實都一早已經編好在三世
書內，而這本書則被收藏在銀河中某星球。Kelly 在
MV 中一直在找她的三世書，行到筋疲力盡時終於
找到了，發現原來下世會與自己分開的伴侶再見
面。雖然今世未能夠在一起，也希望下世能將愛奉
還給他。Kelly 稱：「自己也相信前世今生，有時在
街上或工作上，當碰到某一些人時，會覺他們很面
熟，又或者一見如故，可能是因為前世有一種關
係，讓現在的相遇有種很舒服的感覺。」
另外，昨日是Kelly生日，她剛從內地工作回港，
然後就立即返家，晚上則一家四口一起慶祝，簡單
度過。

達仔為女友準備生日禮物
狄易達表示中學時期每年都會參加聯校歌唱比賽，坦言屢敗屢試直
至高中時才贏了一次。問他年年輸比賽會不會打擊到信心時，達仔
說：「不會，我一向對獎沒有運，可能年年都玩就不會介意。」達仔
更稱曾被人訪問指出道多年也沒有得到什麼大獎項，他說：「我當然
想拿獎，但要些少運氣，總之我會繼續努力，相信總有一年會有。」
至於下月女友吳亞馨生日，達仔坦言已準備好禮物，他說：「因為12
月要做演唱會，未必陪到她出國，可能要等完成後再去。」
另外，容祖兒、李克勤演唱會前晚第二場，當晚克勤太太盧淑儀
及兩個兒子，徐濠縈帶愛女康堤，甘比帶同兩個仔女，蔡少芬夫
婦，林建名，何傲兒，鄭欣宜皆來捧場，高朋滿座。前晚兩人又換
了一些新衫見大家，一輪靚聲靚人靚景愛情故事歌曲後，到安歌時
氣氛高漲，全場站立跟他們一同大唱快歌，非常開心。

陳浩民 自認明燈做咩都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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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薛家燕昨日
為糖妹(黃山怡)主持的 TVB 節目《精伶童學
會》擔任嘉賓，現場跟很多小朋友玩作一
團，家燕姐覺得現今小朋友很精靈，以前她
的年代，好似馮寶寶、蕭芳芳也是四、五歲
入行，已經說是神童。家燕姐更自爆有位男
孩叫她「家燕 BB」，讓她哭笑不得，又懂得
禮貌，可見父母對小朋友影響很大，須以身
作則。問她會否恨抱孫？她笑說：「當然
想，如果有孫抱便要放棄一些工作，因我見
自己姐姐和妹妹都用盡所有時間來湊孫，連
飲茶睇電視也沒空。」
又，糖妹表示這是最後一集拍攝，能夠邀
請家燕姐做嘉賓是最適合，因之前所邀的嘉
賓是呂慧儀、陸永，他們都是新手父母，無
法應對新一代小朋友。糖妹同樣被小朋友封
號，都叫她「糖妹姐姐」，她笑說：「又妹

洪永城約唐詩詠玩燈籠

■薛家燕及糖妹跟小朋友玩作一團。
又姐姐挺奇怪，遲些可能出兒歌便可用這個
稱呼，(家燕姐被稱『BB』？)小朋友都有叫我
『糖妹 BB』，又會在社交網留言話掛住我，
真的很甜，這個節目是交到小朋友的友
誼。」
糖妹不諱言都想生番個，理想是生兩個，
希望最遲在 35、36 歲生 BB，距今尚有七年，
但首先要搵到另一半，自己事業有點成績先
安心。糖妹完成該節目錄影後，即到機場與
一班低收入家庭到台中遊玩，原先她準備好
蚊怕水，可是忘記放入行李箱，所以要重新
購買，以防當地的登革熱。

袁潔儀

袁潔儀讚葉家寶EQ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陳浩民、錢國偉、陶大
宇、范振鋒與太太李思欣等，
昨日到尖沙咀出席食肆開幕
禮，陳山聰與郭政鴻舞獅祝
賀。原定出席的鍾鎮濤因身在
印度未有現身。
陳浩民太太蔣麗莎近日傳出再
懷孕，浩民甫出席大家即恭喜
他，他笑說：「預祝？沒那麼
快，有的話會告訴大家，太太最
近只是吃多了，但都會提醒太太
叫她檢查一下，但以我認知就不
是，只是美麗的誤會。」已有三
個小朋友的他，對再做爸爸表示
不抗拒，如果有會欣然接受，因
現時子女都好聽話。問到他搵奶
粉錢是否好辛苦？他笑言一向都
是，自己又是工作狂，一年到晚
都在工作，可能本身沒什麼安全
感：「這行不是打工，打工是時
間越長經驗越多，位置越穩固，
但在娛樂圈多留一天，給觀眾的
新鮮感就少一天，對這行是悲觀
的，如果有工開會安心些。」問
到他為何不做生意投資？浩民自
嘲是明燈，做什麼都蝕，買股

■已有三個小朋友的陳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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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欣與老公范振鋒有份投資
的火鍋店早前結業，她表示結業
前已將股份出售。問到她可有蝕
錢？她大呻說：「生意難做，主
要是租金太貴，半年前生意開始
轉差，唯有止血，所以不是蝕好
多。」她指自己做幕前很難兼顧
生意，不過她現時仍有投資保齡
球場及餐廳。
另外，錢國偉與女友陳宛蔚將
於下月八日在洲際酒店擺結婚
酒，他表示因忙於工作，婚事都
交由準太太負責，他又透露兄弟
團會有十二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文釗）袁潔儀、朱
咪咪、石修與張惠雅等人昨日出席港台《職安
健常識問答比賽 2015-名人邀請賽》，潔儀姐
姐笑言以往做主持問得問題多，想不到要輪到
自己答問題，前晚更要惡補有關知識，直言
「臨急抱佛腳」是無效。日前有指亞視有新股
東加入後，會將執行董事葉家寶調職到另一公
司，袁潔儀坦言不知情，也不知其他員工有沒
影響，她說：「家寶EQ和IQ都好高，相信完
全可以應付到，可能他之前的工作壓力太
大。」會否覺得亞視「過橋抽板」棄用家寶？
她說：「當每家公司有新制度都會少不免，但
如果是真的話都戥家寶不值，因為他很盡心盡
力去為員工，去爭取員工的福利，不應該是這
樣。」對於家寶用「天地有正氣」回應調職傳
聞，潔儀姐姐說：「他 EQ 勁，是我們的神和

朱咪咪
精神領袖，相信不會影響到他，說不定他又調
轉頭來安慰我們。」
朱咪咪透露近日飽受住所裝修之苦，令她沒
覺好睡，前晚終忍不住在外度宿，結果返回仍
在裝修的住所睡覺。提到TVB再發指引要求藝
員不可接受壹傳媒訪問，朱咪咪坦承道：「是
呀，都不是第一次，知道是因為洪永城事件，
但做藝人有時很為難，難道每次都叫人拿記者
證出來核對？」暫未有檔期為TVB拍劇的朱咪
咪，表示自己工作已排到明年3 月，令她最意
外是有份演出的《鬼同你 OT》有如此好反
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梁靜儀）劉心悠
與洪永城(Tony)昨日
到銅鑼灣出席油公司
活動，二人並即場透
過賽車模擬器進行友
誼賽，比賽前心悠更
做足熱身，表現認
真。來港發展多年，
心悠表示未試過在港
駕駛，只在拍戲時試
過駕駛。心悠謂去外
地時喜歡自駕遊，之
前去澳洲拍旅遊節目 ■劉心悠與洪永城出席油公
玩方程式賽車，教練 司活動，二人即場透過賽車
都讚她有潛質，幾年 模擬器進行友誼賽。
前她返內地參加慈善賽車，更得到女子賽事第一
名，不過那次就發生撞車。
洪永城早前因接受了壹傳媒訪問，事後就事件發
聲明，昨日Tony受訪前即主動問：「係咪全部係我
可接受訪問的傳媒？ 」問到他是否有事不能畀人
知？他否認道： 「唔係，(可有被公司照肺？ ) 無，
無特別照肺，公司提醒小心點，慎防有誤會再出
現，我唔想多講，對雙方無好處，想盡快完結。」
最近 Tony 在節目《在那遙遠的地方》尾聲致電
女友唐詩詠報平安，問到他是否心繫女友？他笑言
報平安當然需要，但也有打給老友。他又自爆在朝
鮮每隔一、兩天便自掏腰包致電詩詠，全程花了數
百元。說到女方還沒承認他的男友身份？ Tony 笑
說：「我唔知認了未，單方面就無意思。女仔都是
怕醜及低調，現時大家(相處)都幾舒服。」中秋節將
至，問到他會否相約詩詠過節？他笑說：「反正大
家都在香港，到時會整個金正恩頭嚇死她，(一起玩
燈籠？ ) 都好耐無玩，好提議。」

Anjaylia 孖男友及家人遊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女子組合 Super Girls、
陳嘉寶（Anjaylia）及蔡穎恩昨日去到荃灣參與一個中
秋節慶祝活節並擔任「煤氣愛心大使」，在活動中，
主禮嘉賓分成兩隊進行製作月餅比賽，各隊與一名小
朋友代表一同示範製作愛心綠茶月餅。
Anjaylia 表示剛同男友及家人同赴日本旅行回港，
Anjaylia說：「今次都係男友首次參與家庭遊，全靠他
擔當導遊帶隊，我自己係路癡，日本只係去過兩次，
又唔識日文，所以都係靠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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