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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要等兒子等足大半天，李克勤笑
說：「當日由朝早8時等到傍晚6

時，但沒得進場內看比賽，我又不敢現
身，全程都不知做什麼好，不停行來行
去，又上車等。最後囝囝的一組取得第三
名，囝囝很開心，其實只是代表學校去
玩，並非什麼大賽和巴閉事情，不過小朋
友獲得個膠牌自然開心。(有你陪都好開
心？)也是，(囝囝棋術叻過你？)當然叻過
我。」

孖炳哥再唱《舊歡如夢》
克勤透露現正灌錄的大碟會於下月推
出，當中有為9月個唱炮製的主題曲，入
面也有不少舊歌，其中一首是《舊歡如
夢》。他覺得有一、兩句可以由原創者

唱，所以便找來譚炳文幫手。問克勤是
否親自邀請炳哥？「公司幫手搵，我和
炳哥不是很熟，不過炳哥話我們曾經一
齊唱過這首歌，但我想不起來。(有否拍
MV？)拍了少許，很好玩，年屆80多歲
的炳哥依然行動自如。(炳哥早前曾入
院？)知道他是患感冒，但見他很精神，唱
歌拍子很配合，相當厲害。」

泳兒因病母消瘦十多磅
泳兒的母親中風後一直留院，最近情況

漸見曙光，不用靠儀器可以自行呼吸。對
於母親節將至，泳兒特別感慨，她透露：
「現時媽咪可以坐輪椅到戶外曬太陽，今
個星期可以轉去療養院，情況再有改善便
可回家休養。」她又感激父親這段日子不
辭勞苦照顧母親，母親沒有消瘦，反而她
和父親瘦了十多磅。泳兒為此接受身體檢
查，一切正常，她估計是壓力問題影響。
洪卓立在大家提醒下，才記起快將是母

親節，他表示會和媽咪食飯。他透露：
「計劃6月去日本或台灣為網上頻道拍
片，(會否學孫耀威在外地秘婚？)我好羨
慕他，在外地結婚感覺很浪漫，但今次出
外是為工作，也不會拍下求婚和結婚的片
公諸同好。」

忙 為忙 為 99 月 個 唱 錄 新 碟月 個 唱 錄 新 碟

克勤克勤陪囝囝捉棋陪囝囝捉棋

等足半日等足半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李克勤、泳兒、洪卓

立、羅力威、鍾舒漫昨日出席「關愛同行．新家園」啟

動禮暨主題影片首播，克勤稱在剛過去的復活節難得有

一天假期，因此便陪大仔Ryan出席校際象棋比賽。雖

然要等足十小時，但克勤仍樂此不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黃秋生
與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錄影新節目
《埋班》，當中二人大晒煮藝，秋生透露
其拿手菜式是炒飯，笑言如曾主席做特
首，他會自薦做食環署署長。
秋生表示做「曾主席」主持的節目會無

所不談，不論天南地北、藝術文化等也可
傾談。不過落選新一屆藝發局委員的秋
生，坦言自己已退役，將來留給後生一輩
去爭取。至於會否談論政治，秋生稱要視
乎主席，相信都會談論社會熱話，他也不

是談政治的專家。笑問曾主席如做特首，
若邀秋生埋班時，秋生想做什麼職位？他
笑道：「我想做食環署，管理飲食，執吓
垃圾、睇吓滴水和捉吓老鼠。總之沒事搞
就去搵事做，有事做就當沒事，我實稱職
的。」問他為何不做財政司司長？「我識
管數就發了達，不用現在這樣霉。」對於
有傳陳美齡出任新一屆教育局局長，秋生
說：「如果有三個仔讀史丹福是標準，就
有少少問題。沒讀史丹福的成功人士也有
很多，難道讀耶魯、劍橋就不行？教育不

止是這樣的。」

指中國武術博大精深
提到內地MMA拳手徐曉東向中國武術

「挑機」，秋生說：「雖然他真的打得，
但感覺像回到上世紀50、60年代，愈落
後就愈多這種事，落後的標誌就是野
蠻。」秋生稱中國武術範圍太大，博大精
深，不是一、兩個門派輸了就不行，正如
少林武僧去打搏擊也取得大成就。「後生
仔練到一個程度就覺得天下無敵，難免會

有狂妄。」笑指秋生曾扮演葉問可會應
戰？他即耍手道：「我叫莫問，問都不
好，師父跟我說過，很多勁人都不會出來
打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關楚耀
(Kelvin)、郭奕芯、趙詠瑤及趙永洪等前
晚出席電影《同囚》的首映禮， Kelvin
表示戲中演懲教職員，經常爆粗及打
人，而當晚他也有邀請媽咪去睇戲，讓
媽咪看他在戲中如何演出。Kelvin自言平
時甚少有脾氣，但拍戲那段時間較躁，
跟媽咪說話時都不自覺講了粗口，最搞
笑是媽咪也以粗口回應他。問到可有叫
契爺譚詠麟捧場？Kelvin指契爺忙於開演
唱會。
提到戲中與郭奕芯有親熱戲，Kelvin笑

說：「少少啦，她之前拍的戲有好性感
的演出，(今次她沒全裸演出感失望？)沒
有，不是次次都會這樣，最緊要拍出來
好看。」他透露下月會到台灣拍戲一個
月，新戲除不乏動作及飛車追逐場面

外，還有潛水戲，之前他便為此而去學
潛水。Kevin自爆上次去台灣拍一場潛水
戲更險些死去：「自己對潛水真是不認
識，上次去拍就以為拿個氧氣筒和教練
在旁便OK，但落水後就很『騰雞』，控
制不到呼吸還抽筋。所以今次回去再接
受專業訓練，重拍那場潛水戲。」

郭奕芯不抗拒性感
片中飾演Kelvin老婆的郭奕芯，透露

二人在戲中有場比較激的親熱戲，Kelvin
也有教她如何去演，她都期待那場戲。
曾在電影全裸示人的她表示不抗拒性感
演出，但不想被定型，至於底線就視乎
劇情需要，希望拍劇情片及三點不露。
問是否因拍拖而減少性感演出？她否認
有拍拖，自言目前仍是單身。

若獲邀請當官 秋生想做食環署署長

新片爆粗打人兼有床戲

關楚耀自爆險溺死台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林宥嘉
(Yoga)6月會在紅館舉行演唱會，忙於宣傳
的他昨日到電台做訪問，他透露屆時會練
好廣東話唱廣東歌，至於嘉賓人選尚在接
洽中。問會否請好友陳奕迅做嘉賓？Yoga
指對方太忙，應來不到。
Yoga剛於早前欣賞過「歌神」張學友在
台灣的演唱會，覺得學友像每天到不同地
方演唱，大讚他很厲害。Yoga笑言：「我
也想這樣，令我重燃對人生的希望，有機

會都想挑戰自己極限。我跟學友是同一星
座，相信可作嘗試。」說到周杰倫在西安
開騷，其間因維護歌迷而喝罵保安，Yoga
表示沒仔細看報道，希望大家看演唱會開
開心心便好。

演唱會好才度蜜月
Yoga太太丁文琪在社交網放上二人合

照，卻把Yoga臉孔換上孔劉，對此Yoga
解釋：「因蔡依林為我演唱會做嘉賓，而

蔡依林很喜歡孔
劉，我便整了孔劉
的髮型。太太不是
喜歡孔劉，她只喜
歡我。(何時補辦婚
禮和度蜜月？)要看
演唱會辦得好不
好，辦得好就搞得開心，辦不好就算數。
度蜜月也一樣，要演唱會辦得好，當我太
太好可憐。」

林宥嘉下月開騷 想效法學友挑戰極限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梁靜
儀）李健達明
天(5日)將假旺
角麥花臣球埸
舉行「十二門

徒」演唱會，昨日他聯同鄭敬基、黃寶
欣、張錦程及張麗瑾幾位嘉賓進行綵排。
李健達又獻唱成名作《也許不易》，他笑
言冰封了26年再開演唱會，感到有點緊
張：「再次出來時代變了，要稍為習慣，
但開心的，終於讓我等到。」又多謝一班
好友支持，希望年底可以再開，不用再等
廿多年，但要看場地及投資者。
李健達透露今次除有鄭敬基及袁鳳瑛等

嘉賓外，還邀得緋聞女友江欣燕(欣欣)，
他笑言欣欣很好，終於度到期。他表示
2014年曾為對方寫了首《友誼》，難得
可一起在台上演出：「我識了她很久，不
過她不認識我，她是我前輩，想合作許久
了。(暗戀欣欣？) 友情而已，我暗戀過很
多人，欣欣拍《日本娃娃》MV時已覺得

很可愛，成個日本妹那般。」問到如何報
答演出的嘉賓？李健達說一定會有：「我
們很Old School，一定會請食飯，又會送
份禮物。我們那個年代很流行卡式帶，買
了卡式帶充電器作回禮。」

黃寶欣買票支持
黃寶欣指跟李健達有段淵緣，多年前他

們曾在西班牙拍MV，而2013年她爸爸
過身，很傷心之餘想為爸爸做點事，所以
請李健達填《友誼之光》的詞，讓她在喪
禮上唱，送給爸爸。她說：「我很感激
他，所以他一說開騷，我即答應支持。」
她表示買了門票和妹妹去捧場，但上台唱
《酒杯敲鋼琴》的機會就不大了，因她忙
於打理餅店，加上這個年紀在台上載歌載
舞，過不了自己關口。問到是否要很吸引
的酬勞才可打動她？「不會有，我是說不
會有價錢好吸引的情況。去看都可以，但
表演又要化妝、Dress Up要花很多時
間，除非首歌我一拿起就識唱。」她又透
露其餅店擬在上環開分店。

闊別樂壇26年開騷

李健達大讚江欣燕肯幫手

■包括克勤
等藝人力撐
「關愛同行
．新家園」
活動。

■■李克勤即李克勤即
使很忙使很忙，，也也
會在放假抽會在放假抽
空陪兒子出空陪兒子出
席活動席活動。。

■洪卓立(左一)幾乎忘記母親節將至；身
旁為泳兒、鍾舒漫及羅力威。

■郭奕芯(右)被低胸示人
的趙詠瑤搶風頭。

■關楚耀在《同囚》演得相當
暴躁。

■■黃秋生黃秋生((左左))與曾鈺成與曾鈺成((右右))拍攝新節目拍攝新節目。。

■林宥嘉指陳奕迅太
忙，難請其做嘉賓。

■黃寶欣(中)和張麗瑾
(右)為李健達(左)的演唱
會做綵排。

■泳兒母親健
康已有好轉，
身為女兒的她
稍為放下心頭
大石。

■■孔劉憑孔劉憑《《鬼鬼
怪怪》》當上百想當上百想
視帝視帝。。

電視截圖電視截圖

■少女時代成員Yoo-
nA依然漂亮。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藝能小子）堪稱「韓
國金球獎」的百想藝術大賞，第53屆頒獎禮已
於昨日隆重舉行，多位活躍於影視界的人氣韓
星都有出席，並在紅地毯上展現靚仔靚女美
態，較有可觀性的包括組合少女時代成員Yoo-
nA、女星金荷娜和朴信惠等。憑《鬼怪》令人
氣升至沸點、本周六將在香港舉行粉絲見面會
的孔劉，在電視劇類最佳男主角競逐中力壓群
雄，榮登視帝；出爐視后則是《浪漫醫生金師
傅》的徐賢真。
今屆百想的視帝角逐可謂非常激烈，除了孔
劉外，其餘入圍者還包括影帝韓石圭、新一代
男神朴寶劍等，可見孔劉確是「過五關，斬六
將」才登頂。難怪他在台上特地多謝《鬼怪》
的編劇、導演和女主
角金高恩，聲言「全
因與他們一起，所有
時間都是美好的」，
全沒獨攬得獎功勞。
《鬼怪》同時榮膺電
視劇類年度大獎。
電影類方面，影帝
和影后分別是《密
探》的宋康昊和《德
惠翁主》的孫藝珍，
最 佳 電 影 是 《 哭
聲》，至於名導朴贊
郁操刀之《下女誘
罪》則獲得年度大
獎。

百想藝術大賞揭盅

孔劉徐賢真封視帝視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