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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莫文蔚(Karen)第一次
參與真人騷節目《我們來了》。於今
日播放的節目中，各位偶像們將會穿
着由中國首席高級訂造服設計師郭培
設計的作品，於成都西村大院的戶外
建起一個大型T台行身模特兒行騷。
郭培更點名要Karen穿上一襲紅色的
飄逸飛揚禮服，因為設計師認為Kar-
en具有豐富的舞台經驗，一定能夠駕
馭這套美服。正式行騷時，Karen出
場的背後燈光故意調得特別耀眼，讓
觀眾第一眼沒辦法看到走出來的是哪
一位，只見舞台中央彷彿有一團紅紅
的火焰不停竄起，飛揚拖曳的長裙一
直飄逸在空中，這時候全場觀眾不禁
驚呼，此刻看到Karen充滿自信地在
T台搖曳生姿地走騷，把現場氣氛推
到最高點。
而Karen與嘉賓們相聚多次，彼此

感情日益增長，讓她最感動的是她一直為「亞
洲動物慈善基金」出力，多年來希望呼籲大家
「拒絕使用熊膽製品，及停止活熊取膽。」她
跟其他嘉賓們提起相關的訊息時，大家二話不
說，馬上以行動來支持！其中陳喬恩及謝娜更
立刻透過Karen主動聯絡基金負責人，助養了
兩頭黑熊，讓牠們脫離危難，更對牠們許下終
身的承諾，助養牠們一輩子，讓Karen非常感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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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家燕媽媽藝術中心」暑假重頭戲「夢飛翔暑期大匯演2016」日前圓滿
結束，當晚演出的學生由3歲至18歲不等，除一眾學生載歌載舞外，今年到場支持的嘉賓
陣容亦相當鼎盛，有重量級歌后徐小鳳、黃淑儀、薛家燕及胡琳等，全部都是為了支持培
育人才的家燕姐不斷熱心辦學而來！而節目中的其中一個亮點可謂《父母呼》的演出，家
燕姐率領一班古裝扮相的小朋友唱出這首來自《弟子規》的曲目，《父》歌更被選為「全
港弟子規演繹大賽」小學級別的指定歌曲。同場還有來自杭州及溫嶺的學生們參與演出。
在大匯演過後，家燕姐公佈內地的「藝

術中心」將於今年年底前增添至10間之
多，當中包括青島、廣州及深圳的分校。
除了教學外，家燕姐還投放大量資源與跨
國企業合資，籌辦一個名為「未來新星
代」的演藝童星菁英比賽，以歌唱、跳舞
及司儀作骨幹，去發掘出有潛質的東南亞
演藝小天才，參與多個綜藝節目演出並打
造成新星，預計會於香港、內地、台灣及
星馬等地進行公開招募。

家燕姐發掘東南亞潛質童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梁詠琪（Gigi）、李心潔、楊采妮、許茹芸一起成立了「
小黃花慈善教育基金」，早前Gigi陪小朋友及家長到旺角欣賞暑期動畫片《海底奇兵2》
。Gigi說：「一家大細去睇場戲原本是普通不過的事，但對於基層市民來講，金錢負擔
會很大，其實小黃花影院今年已經舉行第四年，每年見到一班爸爸媽媽可以拖住小朋友一
齊入戲院睇場戲，見到他們開心，自己都會好開心。」
除了陪睇戲，Gigi更化身「Miss Leung」，幫忙在英語會話班上授課，其間遇上活潑多

言的小朋友，已經成為媽咪的Gigi，似乎已練成一套與小朋友溝通的方法，完全沒有影響
她授課，她說：「我在黑板上畫畫，要他們估我畫什麼，還要讀出英文，但我畫都未畫
完，小朋友已經大大聲讀出答案，證明這個英語班，真的很有用。」

除了以上兩個活動， 今年小黃花更增設為
基層家庭小朋友在開學前剪頭髮以及拍攝學
生相片服務，Gigi找來由她出道至今一直合作
無間的Orient 4髮型屋，派出髮型師前來義
剪，另外還為小朋友們準備了文具等小禮
物，替他們開學前做好準備。可是今次活
動，撞了Gigi的戶外音樂會，於是她決定「
碌人情卡」，邀請好友劉心悠代表小黃花出
席活動。

梁詠琪畫畫教英文

張涵予彭于晏自信打出國際
由林超賢執導警匪動作電影《湄公河行動》昨日在北京舉行發佈
會，主演張涵予、彭于晏以迷彩制服型格亮相，氣勢十足！張涵予
展示戲中裝備的同時，也向外界宣佈《湄公河行動》絕對是一部能

衝出國際好作品，彭于晏也表
示：「我相信同檔期的演員如
果看了我們這部戲，一定都會
羡慕這輩子能夠有機會參與這
樣一部電影！」
戲中身為緝毒隊隊長的張涵

予責任最為重大，而比責任更
「重」的，則是他身上的裝
備，要穿着這身裝備在熱帶的
高溫天氣下帶領隊員們上天入
地，令身經百戰的他也一度吃
不消。

惠英紅為電影首開金口
電影《幸運是我》將於9月8日正式上映。女主角惠英紅不單向母

親借鏡，特別化老妝演活腦退化症患者「芬姨」一角，更會為電影
獻出第一次開金口，以酒廊歌手造型獻唱經典作品《我找到自
己》。
知道要開金口唱歌，紅姐非常緊張，她說：「拍攝前好小心保護

自己聲帶，講嘢都特別陰聲細氣，又搵咗一位歌唱老師上咗10堂，
希望唔會獻醜啦。」雖然紅姐初試啼聲
備受讚賞，導演還希望推出電影原聲大
碟，但紅姐耍手擰頭表示好尷尬，她
說：「其實我一直有耳鳴問題，所以同
一般人相比，我聽某一啲音頻係冇咁清
楚，再加上音樂又唔係自己嘅專業。即
使有啲優先場觀眾覺得我唱得幾好，我
都唔係太敢相信……希望到電影正式上
映，多啲人睇過、聽過，都覺得OK喎，
先至考慮出碟啦！」

周國賢旺角唱live high爆
「KKBOX x LIVE Stage音樂埋身聽」

於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六的下午3時舉行，
歌迷可以到朗豪坊12樓或透過KKBOX收
看直播，一樣可以感受到現場熱情澎湃的
音樂力量！KKBOX已於上月邀請到本地
人氣樂隊 Supper Moment和唱作歌手周國
賢跟現場朋友熱唱，演出當日氣氛高漲，
大家都聽到熱血沸騰！而本月「KKBOX
x LIVE Stage音樂埋身聽」第三場嘉賓將
會是唱作歌手盧凱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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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張智霖（Chilam）早前為其代言的月餅品牌遠赴澳洲悉尼
出席歌迷互動會，吸引2
千名澳洲粉絲捧場。當
晚Chilam不但唱了幾首
經典歌曲，還表演了其
最新的歌曲《Hero》，
場面盛大。尾聲時，大
會又送上生日蛋糕來預
祝Chilam生日，Chilam
的爸爸媽媽也有出席並
為他帶來驚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敏娜）日本搖滾勁旅
LUNA SEA的結他手INORAN昨晚假九展舉行
個人演唱會，今次已是他第5次在港開騷，他開
騷前一天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今次隔了兩年才
來，並碰上新碟《Thank you》推出後第二天
就開騷，很開心和期待，他還表明必唱新歌。

新碟以「Thank you」命名，他表示有兩個
原因，「一是感謝粉絲，二是感謝業界，多得
他們支持才可以繼續玩音樂。」唱片封套玩型
格黑白色，他謂每個人看到黑白照的感受都不
一樣，他自己就很喜歡，更謂藉其歌聲為照片
加添色彩。提到他錄製《Wherever I go》時曾
落淚，他也不知道為何會哭，「可能感覺到這
首歌將來會對我很重要。」他預告港騷都會
唱，「但我會盡量不哭，雖然都有可能會

哭。」
談到LUNA SEA將於10月夥同X JAPAN及

GLAY等在日本開拼盤騷，他謂是X JAPAN隊
長YOSHIKI提議舉辦，他都很期待。碰巧YO-
SHIKI將於明天來港宣傳X JAPAN的紀錄片，
他雖然未看，但相信是部好作品，將來如有機
會，LUNA SEA都想拍這類型的紀錄片。

另外，談到SMAP解散一事，他直言：「相
信不少粉絲會感到難過，但如同SMAP他們所
說，這是他們的決定，我能夠理解，亦期待今
後他們各自發展會做得更好。」問到維持LU-
NA SEA的秘訣？他表示：「是使命感，我們
活動了約27年，不論是對日本樂壇還是世界各
地等我們的粉絲，我們都抱着一個不可不繼續
做下去的使命感。」

Chilam跟父母澳洲同台慶生 維繫LUNA SEA全靠使命感
INORAN深明SMAP解散決定

用淘寶貨試咪 反應意外的好

剛看完牙醫修補大牙的容祖兒笑言麻醉
藥力未過，笑指她是否講大話太多要

補大牙時，她開玩笑稱記者們黐線，並稱牙
醫也讚她護理牙肉做得好，她笑道：「牙肉
是我的招牌，一定要keep得靚。」
提到她日前上載試新咪片段上網引來極大

迴響，也被人指是借機賣廣告，祖兒就說：
「都是開心想分享一下，最重要大家開心，
連日來很多人都以為我是發行商，問我在哪
可以買到新咪，其實都是家人幫我買，我沒
有淘寶戶口的。」由於片段大受歡迎，惹來
不法商人運用祖兒的肖像作廣告，她說：
「我也沒理得太多，公司會處理的，我自己
就沒所謂，只要不要用我核突的相。」祖兒
又笑稱考慮推出「容祖咪」，從沒想過自己
有如此大的價值，她說：「我想連自己代言
的產品也沒如此好賣，幫到社會經濟推動都
是好事。」

投資全交由媽咪負責
問到祖兒是否又精於證券投資，她坦言全

交由媽咪負責，也表示買樓比較實際。笑指
她是否有很多物業在手，祖兒數數手指稱也
計算不到，但強調全是小單位，並非大家想
像的巨型物業。至於又會否考慮買舖位，祖
兒坦言不敢亂買，都是交由媽咪負責投資。

笑問她將來結婚是否仍與家人同住，祖兒就
稱沒想到太長遠。

阿佘歡迎有「新釘姐」
近日上映的電影《使徒行者》叫好又叫

座，佘詩曼飾演的「釘姐」深受觀眾喜愛，
不過新開拍的網劇《使徒行者》就沒有她份

拍攝，昨晚問她為何不接拍時，阿佘想一想
才說：「因為我撞了期，釘姐角色深入民心
又多人喜歡，如果再開劇由其他人做都會受
歡迎。」阿佘不願透露因何工作與《使》劇
撞期，也表示不擔心別人拿「新釘姐」來與
她做比較，她說：「任何事都有比較，不只
是《使徒行者》，可能新的釘姐做得好好
呢。」至於有何心得給「新釘姐」演出者，
她說：「不用啦，只要劇本好就一定做得
好。」
另外，有指楊政龍與女友黎紀君三度復
合，昨晚追問他感情生活時，有保鏢同行的
他邊行邊傾電話走入休息室，未有回應提
問。而被傳婚變的張敬軒契爺陳鼎禮雖然禮
貌地讓記者拍攝，但問及感情狀況時就表示
沒有回應。

祖兒笑言祖兒笑言
想推出想推出「「容祖咪容祖咪」」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思穎、吳文釗）

《證券商協會三十六周

年晚宴暨就職典禮》昨

晚於君悅酒店舉行，邀

得行政長官梁振英擔任

主禮嘉賓，上屆主席朱

李月華正式卸任，接替

新一屆主席之位是楊受

成女兒楊玳詩，她的家

人包括楊受成、楊諾

思、楊其龍、楊政龍等

均有出席盛會，其他出

席嘉賓有容祖兒、佘詩

曼、何超瓊、應采兒、

謝天華和張敬軒契爺陳

鼎禮等。

■■彭于晏彭于晏

■■惠英紅翻唱惠英紅翻唱《《我我
找到自己找到自己》。》。

■■周國賢周國賢

■■小鳳姐小鳳姐((左左))及淑儀姐及淑儀姐((右右))台上一台上一
同致送金人紀念品予家燕姐同致送金人紀念品予家燕姐。。

■■梁詠琪義教英文梁詠琪義教英文。。

■■莫文蔚穿上飄逸莫文蔚穿上飄逸
禮服驚豔全場禮服驚豔全場。。

■■INORANINORAN 透露透露 LULU--
NA SEANA SEA 都想拍紀錄都想拍紀錄
片片。。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阿佘不願透露因何工作與阿佘不願透露因何工作與
《《使使》》劇撞期劇撞期。。

■■祖兒剛看完牙醫修祖兒剛看完牙醫修
補大牙就出席活動補大牙就出席活動。。

■■楊玳詩楊玳詩((右三右三))接替新一屆主席之接替新一屆主席之
位位，，其家人昨晚到場支持其家人昨晚到場支持。。

■■行政長官梁振英擔任主禮嘉賓
行政長官梁振英擔任主禮嘉賓。。

■■切蛋糕時切蛋糕時，，ChilamChilam的父母分別的父母分別
站在寶貝仔兩旁站在寶貝仔兩旁。。

■■張涵予張涵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