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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敏娜）「韓國小巨肺」李遐怡昨
晚假九展開騷，吸引大批樂迷前來捧場。前日她抽空接受
傳媒訪問，談到上周五（23日）在馬尼拉開騷兼慶祝20歲
生日，她直言：「一直夢想生日時和粉絲一齊過，當日粉
絲唱生日歌給我聽，很有意義。（生日願望呢？）已經達
成了，就是同粉絲一齊過生日。」問到告別10代（指年齡
在10至20歲之間），最捨不得什麼？她表示：「只有10代
才能做的事有很多，加上職業是歌手，很多事都沒辦法去
享受，希望20歲能夠享受多些。（踏入20歲後最想做
的？）沒有特別計劃呀，只希望踏入30歲前回想時不會感
到後悔。」
今次是她首次辦亞巡，她表示：「出國一定要帶個人化

妝品和長衫睡衣褲，因為酒店冷氣強，要保護好喉嚨，以
免影響演出，平時會多飲水，開騷數小時前會先吃飯，之
後就不再進食，讓身體好好消化。（完騷後會想吃什
麼？）今次會去吃避風塘辣蟹，和工作人員好好慶祝。」
談到今次新碟有不少新嘗試，她透露第一次嘗試作曲作
詞，寫了《PASSING BY》，希望將自己的心情好好傳達
給粉絲。她又謂都多與公同的前輩們交流，他們告知每個
人都有自己的個性和風格，最重要是找出自己的特色。
另外，談到歌手外想做的事，

她表示：「不是做了歌手很久，暫
時都是努力做好本分，準備出碟，
但有機會遇上適合我的其他工作，
都會挑戰。（拍電影或電視劇？）
我覺得演戲太難了，所以一直都沒
有想過，如果有合適的角色都會考
慮，因為沒有收過劇本，但想演不
平凡、獨特的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敏娜）美
國搖滾經典樂隊Earth, Wind & Fire
（簡稱EWF）前晚假亞洲國際博覽
館舉行首個演唱會，吸引大批樂迷來
捧場，一眾圈中人如甄子丹及太太汪
詩詩、梁家輝太太江嘉年與兩名女
兒、雷頌德和太太Jade、杜德偉、袁
偉豪、單立凡、衛蘭和衛詩更帶同父
親來捧場。
衛蘭和衛詩透露父親在家常常播

EWF的黑膠碟，由細聽到大，EWF
的音樂影響她們深遠。其父攜女友齊
來捧場，記者讚其父親看起來很年

輕，像她們哥哥，她們直言：「因為
他有玩音樂，夾band和彈結他，其
實他已經59歲。」她們謂父親無意
結婚，與其女友都熟，還爆對方比她
們年輕一歲，只有33歲，衛蘭笑
言：「佩服佢咁老仲媾到女。」
甄子丹則和太太汪詩詩拍拖來看

演唱會。他謂前日才從泰國拍完戲返
港，過幾天會在香港開工，趁這天休
息便和太太拍拖前來。太太之前都有
跟去英國、法國等地探班，但今次泰
國就無去，子丹直言：「今次去偏遠
地方，又餵蚊，不想她辛苦。拍戲是

辛苦錢，我曬到頭皮都甩。」

EWF45年來首來港開騷
演唱會準時開始，EWF甫出場，

粉絲已起立歡呼。他們熱唱《Jupi-
ter》、《Let's Groove》、《Sep-
tember》等多首經典金曲，其間熒幕
不時播出他們以前的演出片段和相
片，主音Philip Bailey不但飆高音騷
唱功，更邊彈拇指琴，邊唱出《Ka-
limba Story》。他們表示今次是首
度來港開騷，覺得一切都很棒，「雖
然我們花了45年才來到這裡開騷，

但希望大家
有一個美好
時光。」他
們反問下次
再來歌迷會
否 再 來 捧
場，又問會
否再帶朋友
一起來。他
們還叫用手機拍了照片的粉絲記得在
Twitter跟他們分享。最後，他們以
《In The Stone》結束個唱，並兩度
高呼「我愛你」才離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張智
霖（Chilam）和產後首次露面的主播
蔡雪瑩昨日出席護膚品牌活動，更即
場進行皮膚測試，現場吸引不少粉絲
圍觀。
經常四處飛的Chilam剛從無錫返
港，活動完後他又要到上海拍攝真人
騷，近日他發現有粉絲在網上用錢買
來他的航班行程時間，以他所知每條
行程訊息以數十元交易，Chilam認為
網上出售私人資料是不正行徑，呼籲
粉絲們不要再買，同時此舉有被侵犯
私隱的感覺，他說：「很喜歡得到粉
絲支持，但自己每次出入機場均來去
匆匆，未能跟粉絲合照或傾談的互

動，通常每次機場都出現近30個粉
絲，他們一場來到，拒絕他們要求很
不好意思，某程度上會帶來不便。」
同時他希望粉絲不要在這方面再浪費
金錢，提議大家不如在他出席活動地
點上見面。
Chilam續說：「最震驚是有一次入
住酒店，對方把我的回鄉證影印後放
上網，雖則做藝人透明度高，有時都
需要正常私隱。」Chilam自言平時只
得一個電話號碼，「好多時會用來網
上購物，又會打電話叫外賣然後自
取，所以試過收到粉絲電話叫我多些
去幫襯，我實在太老實stupid，所以
要用辦法保護自己，現在決定出多一

個電話號碼。」
說到任賢齊曾被黑客盜入其網上銀

行服務，險失整副身家，Chilam謂：
「政府都有提醒大家不要在陌生地方
上網，屋企上網應該無事，（小齊也
是在家上網！）那麼我要更小心，或
者一星期改一次密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李
佳芯（Ali）、趙哲妤和孫慧雪等人
昨日出席首飾品牌宣傳活動，繼
《律政強人》後Ali將於下月開拍
新劇飾演法官，她笑言角色在工作
內外有很大對比，日間是專業法
官，晚上就變成夜蒲女，監製已吩
咐她要穿得性感一些。笑問她是否
大騷「事業線」，Ali笑稱更騷眼線
和長腿的線條。
穿上白色貼身裙肚凸凸的趙哲

妤，原來已經懷有6個月身孕，她
很有顧忌地說：「像不像？我都不
知怎說，現在每個月都有檢查身
體，適當時侯會再講。」趙哲妤坦
言沒想過結婚或生仔，因為從來感
覺是離她很遠的事，所以現在都有
點徬徨，而且朋友甚至家人都不相
信她有孕。問到另一半是否不想結
婚，甚至不負責任，她說：「沒有
講過這問題，我都是很遲才發現
（有孕），之後有工作做要坐飛
機，自己都煩惱中。」見趙哲妤對
懷孕似有委屈，她只說經手人是圈
外人，問她是否與另一半分手，她
即落淚表示自己是單身，說道：
「我沒想過要找人負責任，預產期
在12月到1月初，因為家中正裝
修，正在想要不要搬走，但家人又
不信我有孕，可能要我生出來才相
信。」追問她是否有做未婚媽媽的
準備，她說：「我會正面去處理，
這情況現在都很普遍。」

父女檔捧EWF場衛蘭老過爸爸女友

Chilam呻私人資料外洩 亞巡中度20歲牛一
李遐怡圓生日願望

馮紹峰前晚憑藉《狼圖騰》稱帝，他上台時表示難以置
信：「謝謝。謝謝百花，我沒想到是我。昨天，我說

我是一個喜歡夢想的人，但是每個夢想都要間隔一段時
間。昨天我說提名是一個夢想，沒想到隔一天就實現了拿
獎的夢想。」他又表示自己是一名演員，要服務觀眾，能
得到觀眾認可很開心，並指自己的母親應該很開心吧。
影后方面，則由許晴憑着《老炮兒》摘下后座，她打敗

趙薇、舒淇與白百何等強敵。

Baby首拿演技獎謝老公
Baby與烏爾善憑藉電影《尋龍訣》獲得最佳女配角和最

佳導演獎。盛傳懷孕的Baby上台領獎時，老公黃曉明緊陪
左右，幫忙整理裙擺。Baby感謝評審及百花獎的肯定之餘，
不忘多謝老公「放閃」：「感謝觀眾，這是我第一次拿到演
技上的獎項，感謝烏爾善，感謝國富老師。每個人都很重
要。感謝曉明，一路受到很多質疑，都有他陪在身邊。」

曉明不但陪着老婆上台，就連到後台受訪，他也扶着Ba-
by上、下台，並在一旁深情款款地望實老婆。Baby受訪時
被問到：「懷孕為何還穿高跟鞋？」她首次鬆口表示：
「今天高跟鞋還蠻高的，因為就覺得還能站起來的時候，
就一定給大家呈現出最完美的姿態吧。」並在對懷孕一事
曖昧表示：「該說的時候就會說。」看來有喜消息快要呼
之欲出。

李易峰攞獎緊張無語
李易峰憑藉《老炮兒》獲得最佳男配角獎，他上台時有

點緊張，一度停頓無語，他發感言坦言：「入圍的很多演
員都是我的前輩，這次對我意義很大，謝謝大家。」
由曹保平執導的《烈日灼心》獲得最佳影片和最佳編劇

獎，成為當晚最大贏家。獲獎後，他直言一直很努力，雖
然中國電影一直被詬病，但希望能出現更好的電影編劇，
這樣中國電影人可以做得更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杜德
偉（Alex）、鄭丹瑞、李泳漢昨早重臨
母校出席「165周年歷史慈善跑」，擔
任頒獎嘉賓的Alex見到一班學弟時表
現雀躍，不停合照留念。
即將升任父親的Alex透露太太Ice的
預產期是下月中，會順產分娩，自己
已經準備好「走佬袋」，現已開始放
「產假」一個月陪太太，屆時會陪太
太入產房，不可以放過任何一秒。
對於做父親的心情，Alex自言已緊
張好幾個月，現在是期待。至於BB中
文名較難改，英文名就加個Junior，即

Alex Junior，Alex表示不會當嚴父，以
輕鬆方法同小朋友相處，小朋友童年
應該是快樂和自由，最重要是不去傷
害別人和自己。
李泳漢剛為囝囝舉行完百日宴，

可以輕鬆下來，問他是否怪獸家
長？他表示：「不是，我會着重心
靈教育，培訓他有困境時懂得去面
對，書本方面便順其自然，不會理
會『贏在起跑線』的想法，有人說1
月出生的小朋友最聰明，我個仔6月
出世，難道6月或12月出世便無叻
人？還是不理最好。」泳漢說：

「媽咪想我再添個女兒，我叫她等
泳豪，不過泳豪未有拍拖，自己再
生的話依然喜歡是兒子，因自知會
對女兒管教很嚴謹的。」

西班牙影展封后 范冰冰多謝李晨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女星范冰冰憑馮小剛導演執

導的新作《我不是潘金蓮》於西班牙的第64屆聖塞
巴斯蒂安電影節封后，榮獲「最佳女主角」銀貝殼
大獎，是她繼2010年以《觀音山》在東京國際電影
節拿下影后後，第二次榮獲的國際影后殊榮。同
時，《我不是潘金蓮》亦榮獲「最佳影片」金貝殼
大獎。
第64屆聖塞巴斯蒂安電影節昨日舉行閉幕禮，范
冰冰憑《我不是潘金蓮》封后，獲得銀貝殼影后殊
榮。冰冰在現場獲知得獎後開心得攬實導演馮小
剛，致謝辭時緊張又激動說：「有一種美夢成真的
感覺，電影節開幕的那天是我生日，我許了一個願

望，希望能夠拿到這個最佳女主角，沒想到閉幕式
的時候就給了我這麼大的一個生日禮物。」
冰冰亦特別感謝馮導：「這個電影是我們12年後

的再次合作，他又讓我得到了一個銀貝殼，對於中國
人來說，12年是一個圓，就像我們電影裡這個圓形
畫幅一樣，我總覺得和他在一起拍電影，他能夠給我
帶來好運氣。」
她隨後在微博分享喜悅，多謝電影工作人員外，

更「壓軸」多謝男友李晨：「最後真的還要謝謝我
的李先生，這個獎我想與愛的你們一起分享！」李
晨當然也在微博隔空甜蜜回應：「此時此刻，高興
之至與有榮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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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炮兒》收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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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德偉開始放「產假」

■李遐怡向讀者「送
心」。 陳敏娜攝

■衛蘭、衛詩和父親及其女友合照。
陳敏娜攝

■甄子丹偕太太睇
騷。 陳敏娜攝

■■BabyBaby上台領獎上台領獎，，曉明陪伴曉明陪伴
其後整理裙擺其後整理裙擺。。 中新社中新社

■■李易峰領獎時表現李易峰領獎時表現
緊張緊張。。 中新社中新社

■■《《老炮兒老炮兒》》
中 的中 的 「「 話 匣話 匣
子子」」飾演者許飾演者許
晴封后晴封后。。

中新社中新社

■■范冰冰開心攬着導演馮小剛范冰冰開心攬着導演馮小剛。。 路透社路透社

■■范冰冰第范冰冰第
二次榮獲國二次榮獲國
際 影 后 殊際 影 后 殊
榮榮。。路透社路透社

■■ChilamChilam為蔡雪瑩進行皮膚測試為蔡雪瑩進行皮膚測試。。

■EWF■EWF熱唱多首經典金曲熱唱多首經典金曲。。

■■趙哲妤已懷有趙哲妤已懷有
66個月身孕個月身孕。。

■馮紹峰獲
得最佳男主角
獎。 新華社

■杜德偉與學弟們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