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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Twins LOL 世界巡迴演唱會」
前晚於廣州舉行，成員蔡卓妍
（阿 Sa）和鍾欣潼（阿嬌）相
隔 5 年再踏足內地舉行個唱，加
上今年 5 月亦是 Twins 成立十五
周年的大日子，正好讓世界各地
粉絲聚首一堂，故此廣州一站門
票甫發售即被「秒殺」，創下
2016 年廣州演唱會票務最火的
紀錄，阿 Sa 和阿嬌既感意外又
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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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騷慶祝拍檔十五周年

Twins 大 膽
■現場氣氛情緒高漲
現場氣氛情緒高漲。
。

開騷前幾日天氣極度不穩，航班延遲又取消，令各
地歌迷十分擔心怕趕不及到廣州看騷，而 Twins

雖然是坐車上廣州，不受航班取消影響，但因大雨關
係，塞了 6 小時車才到達現場綵排，幸好開騷當日天公
作美放晴，大家都鬆一口氣，讓萬二名觀眾順利進場過
了開心一晚，阿 Sa 父母和祖母、阿嬌媽咪均有到廣州
捧場支持。
是次 Twins 世界巡迴，由四面台改為三面台演出，
Twins 為了巡唱也花了很多時間重新再排練，於香港演
唱會用過的巨型升空架，今次也帶到廣州來，所以大會
特地為他們兩人買重幾千萬元保險，同時也謹慎檢查多
次關機，確保安全。
前晚演唱會甫開騷已全場熱爆，掀起萬人卡拉 OK 大
合唱到最後，其間不少歌迷想起身跳舞卻遭公安阻止，
最後 Twins 忍不住幫口說：「我們難得十五周年大派對
嘛，唔好理咁多，大家一齊起身跳舞啦！如果佢哋唔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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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田真由拒收禮惹怒兇徒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女子偶像歌手富田
真由前日黃昏於東京小金井巿準備開騷
時遭男狂迷斬 20 刀重傷，目前情況仍然
危殆。27 歲疑犯岩崎友宏已向警方承認
是自己所為，並表示曾送禮物給富田真
由，但覺得自己未被重視，故一怒之下
行兇。而疑似兇手向富田真由的瘋狂留
言亦曝光，當中包括「我話想死的話，
妳會對我說『去死吧』嗎？」，內容疑
似預告殺人。據悉，富田真由也曾表示
遭男性跟蹤，並到警署報案，惟警方最
■富田真由身中多刀 後未有派員保護以致慘劇發生，現時日
重傷。
網上圖片 本警視廳正調查有關方面可有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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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粉絲挑戰公安
你企，你咪扮坐下，之後又再起過身囉！」最終在臨完
場前，全場歌迷也站起來跳舞狂歡，有些歌迷更站上椅
上跳，氣氛推到沸點。

無懼粉絲衝上台

言：「唔驚啦，難得 15 年！我都試過有被男歌迷衝上
台，好彩嗰次我助手好快手，即刻喺後台衝出來拉走
佢。」阿嬌謂：「其實 Twins 粉絲都好乖，現場又有咁
多保安，所以好放心，一點都唔驚會有人衝上台。」
■招牌側手翻怎可缺少？

Twins 對這次演出感到十分完美，慶功宴上直言這是
一個100分演唱會。回想兩人於2001年5月18日出道，
阿 Sa 驚嘆道：「眨個眼就 15 年， 時間過得太快，現在
回想好似是前幾日自己才剛出道一樣，好開心 15 年來
有個阿嬌一直喺自己身邊，同我一齊度過好多日子。
」阿嬌謂：「好多謝大家一直以來都咁支持我哋，希
望接下來有更多的 15 年啦！呢 15 年我最想同阿 Sa 說
『我愛你』。」兩人在「518」十五周年當天也要開
工，收工後便和粉絲一起切蛋糕慶祝。
說到演唱會她們大膽挑戰公安叫歌迷起身跳舞，最近
才剛發生劉亦菲被男粉絲衝上台抱跌事件，阿 Sa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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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爸爸杜德偉怕剪臍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李思穎）年屆54歲的杜德偉
（Alex）與太太李曉冰（Ice）結婚五年終於造人成功，日前
Alex 公佈喜訊一索得男，Alex 宣佈太太有喜後，昨晚首度公
開露面出席「SDK 2016 亞太區街頭舞者選拔戰」活動，快
將為人父的 Alex 和太太收到不少朋友的祝賀短訊，齊齊分享
喜悅。
人逢喜事精神爽的 Alex 透露：「不少好友在太太懷孕未夠
三個月前已知道此事，因我忍不住告訴他們，但就日前先公
佈。」Alex 指太太身體狀況良好，十分健康，暫時沒有嘔吐
和想吃酸的「害喜」跡象，Alex 也有聽聞懷孕的產婦在口味
上會有變化，甚至半夜會嚷着吃朱古力，所以他都做好心理

準備，隨時候命。問到Ice的脾氣有否變化？他笑說：「未到
無理取鬧的地步。」
現時Ice已懷孕5個月，預產期是10月，Alex已準備陪太太
入產房，但說到親自幫太太剪臍帶，他臉帶驚恐說：「吓，
剪臍帶，我表面看似英明神武，但最驚會剪錯，（有否摸太
太腹部感受胎動？）都有感覺到一次，BB 將來應該會跳舞，
上次照超聲波他動得很厲害，覺得他很有力量，像在跳影子
舞，哈哈。」
Alex 為囝囝的名字正費煞思量，他說：「男孩子多是百
厭，讀書經常會罰抄，希望改過筆畫少和簡單的名字，也不
用跟族譜，我們家族好開通，英文名會由我負責。」

■杜德偉人逢喜
事精神爽。

℃-ute 港騷讀信冧粉絲

駱胤鳴笑姐姐常做電燈膽

楊冪新劇狂記法文對白
香港文匯報訊 楊冪在劇集《翻譯官》內除與黃軒有感情戲
外，飾演翻譯官的她還要記下大量法文對白，難怪自開拍以
來，楊冪直言角色對她很大挑戰，為此她亦要苦練法文，看了
不少參考書，她大呻學語言是很長很艱苦的過程。

■楊冪與黃
軒合拍《翻
譯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嘉嘉）來自日本的
早安家族人氣 5 人女子團體「℃-ute」前日假
九展Music Zone舉行首次港騷。
演唱會約於下午 5 時開場，5 女甫現身即用
廣東話跟粉絲打招呼，「香港嘅朋友大家
好！」隨即為樂迷帶來連場快歌，其中包括
《人生的 STEP！》，台下樂迷亦手舞足蹈揮
動手上的熒光棒。唱畢三首快歌後，隊長矢
島舞美再用半鹹淡廣東話道：「我哋
係℃-ute，非常期待今日。」可惜無人聽得
明，十分搞笑。
演唱會中途安排了抽獎遊戲，由成員輪流
抽出幸運兒，並送出即影即有相、盒裝紙
巾、簽名 tee 及簽名明信片。由矢島舞美孖中
島早貴打頭陣出場。席間，矢島舞美再挑戰
講廣東話「非常期待今日」，今次粉絲終於
聽得明。兩女又用廣東話大喊「香港萬
歲！」

隨後，她們換上性感舞衣大晒纖腰及美腿
載歌載舞。安歌部分，她們與粉絲影大合
照，並輪流用廣東話向粉絲讀信，她們表
示：「非常多謝大家嚟睇我哋嘅演唱會，冇
諗過喺香港聽到咁多尖叫聲。」她們又向粉
絲示愛，並一齊講：「香港冇得彈！」演唱
會結束後，5女再與全場歌迷舉行擊掌會。

■℃-ute在台上載歌載舞。

欣宜讚8歲師妹Celine唱功了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年僅 8 歲的 Celine（譚芷
昀）聯同任唱歌老師的父親
Dr.Steve（譚順生）昨日正式
加 盟 蕭 定 一 旗 下 的 GME 中
國，由 CEO 鄺君賢主持簽
約儀式，更獲同門鄭欣宜和
王宗堯到場支持，Celine 先和
欣宜合唱《女神》，繼而父
女檔獻唱，欣宜大讚 Celine
唱功了得。
說到 Celine 和父親 Steve 所
簽年期，蕭定一表示：「我
向來不喜歡簽長約，好似張
智霖、鄭欣宜、胡杏兒俱不
是長約，最重要是大家合作
開心便會一直做下去，Celine

在唱歌方面好有天
賦，未來發展主力唱
歌，有機會都會拍
戲。不過小朋友會以
讀書行先，只利用空
餘時間作有天分和興
趣上發展，若然今年
內趕不及出碟，都會
■年僅 8 歲的 Celine 聯同其父正式加
先推出新歌，兒歌和
時代曲都會嘗試。」 盟蕭定一旗下。
Celine 不擔心唱歌會影響學 騷。蕭定一即說：「成事的
業，因本身很喜歡讀書。其 話，Celine 便打破最年輕在紅
父 Steve 透 露 剛 才 女 兒 獻 唱 館開騷紀錄，第一個是謝霆
《 女 神 》 約 用 了 兩 小 時 練 鋒，那時他 20 多歲，我都希
習 ， 他 又 問 女 兒 想 做 女 神 望朝這方面進發，幾有信心
嗎？Celine 直言想做，又讚欣 打破紀錄，最難得是土生士
宜 姐 姐 叻 ， 也 想 在 紅 館 開 長香港人，會為此驕傲。」

陳志雲為演粵劇甘做小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SIS 樂印姊妹昨日為《熱熾傳
城青年大使計劃畢業嘉許禮》擔任表演嘉賓，同場由民政事務
局局長劉江華太平紳士出任主禮嘉賓，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劉
鳴煒亦有出席支持活動。
SIS 樂印姊妹表示小時候曾做義
工，因為媽媽曾任職護理員，長大
後常去探訪長者，她們說：「我們
會跟媽咪陪伴院友去玩，平時也會
去探訪長者，已學定唱一些舊歌，
但只識唱阿姐（汪明荃）的《萬水
千山總是情》，粵曲就會唱兩句
《帝女花》，還要公公婆婆教我們
才懂唱。」妹妹駱胤鳴日前公開已
拍拖，她透露男友是圈外人，以前
做過 DJ 現在已經轉行。姐姐駱胤
樺就感情未有着落，被妹妹取笑她
眼角高，她反指妹妹拍拖後只與男
友在家中玩貓和打機，十分無聊。
妹妹就反擊稱姐姐沒拖拍常做她的
■駱胤鳴
■駱胤樺
電燈膽。

■仙姐跟一班粵劇小演員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思穎）粵劇名
伶白雪仙在醫生朋友
陪同下出席前晚《慈
善兒童粵劇飄香江》
演出，仙姐到場時引
來大批粉絲圍觀，她
亦有跟一班粵劇小演
員合照。
同場現身的陳志雲
透露曾經學過粵曲，
■陳志雲
給契爺陳笑風指點
過，希望日後有機會可以踏台板，做小
角色也沒問題，皆因粵劇的詩辭歌賦，
措辭修辭都很優美，從中獲益良多，無
論文武生，又或是丑角也可以。
說到陳志雲在阮兆祥的棟篤笑擔任嘉
賓，陳志雲公然問陳敏之幾時離開無
綫，最抵死是無綫高層樂易玲也是席上
觀眾之一，陳志雲笑謂：「我在後台遇
到陳敏之和樂小姐，陳敏之話我玩她，
在旁的樂小姐嘟起嘴對敏之說：『我都
唔知你份約幾時完，傻豬嚟嘅，咁你個
約幾時完呀？』。」
另提到無綫和環球因歌曲版權問題再
引發風波，陳志雲坦言沒有留意，但認
為這都幾大影響，失去版權會很麻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