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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張美婷）人稱
「香港小巨肺」的九歲女童譚芷昀（Ce-
line Tam），於美國時間上周二的美國才藝
節目《全美一叮》（America's Got Tal-
ent）憑驚人歌聲一炮而紅。
她在節目中選唱Celine Dion的經典名曲

《My Heart Will Go On》，歌聲震撼，評
判們聽得如癡如醉之餘，更獲得全場觀眾
掌聲，而Celine的家人在後台更感動落
淚。
Celine演出的片段近日被上傳至You-
Tube及Facebook，惹來市民熱烈討論。在
本報昨晚截稿前，Celine的演出片段在
YouTube有約320萬次瀏覽，而Facebook
更有約1,836萬次瀏覽。

台上表演經驗豐富
Celine在《全美一叮》上功架十足，用英

文和評判對話時對答如流，毫不像表演初
哥。原來她雖年紀輕輕，演出經驗卻十分
豐富，曾參加《中國新聲代》，更不時在
內地電視台表演唱歌。據悉她已在香港簽
約成為歌手，以發展歌唱事業。她的爸爸
譚順生更是資深唱歌導師，開設了歌唱學
校並以Celine作生招牌，兩父女經常在台
上一同演出，Celine亦遺傳了爸爸的歌唱功
力，在台上甚有台風。
Celine在節目上表示，能在《全美一叮》

台上表演是她的夢想，她更視Celine Dion
為偶像，夢想成為下一位Celine Dion。

演出片段點擊逾演出片段點擊逾21002100萬萬

「「香港小巨肺香港小巨肺」」揚威美國揚威美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韓國女團EXID
昨晚在九展舉行粉絲見面會，隊長率智因患上
甲狀腺機能亢進症需停工休養，故沒隨隊來
港。
前日EXID的四位成員Hani、正花、LE及慧
潾飛抵香港，獲半百歌迷接機，當四女步出接機
大堂時，歌迷即一湧而上，情況一度混亂。她們
見狀也相當驚訝，但之後都有向歌迷揮手兼簽
名。接着，EXID現身荃新天地的活動，粉絲逼
爆商場兩層樓。四女穿迷你裙晒腿示人，更用廣
東話打招呼。席間，大會安排五名歌迷跳出
《Up &Down》的經典舞蹈，EXID均大讚歌迷
跳得出色。成員LE原來之前曾偕正花來港，吃
過雲南米線，覺得很美味，故今次都很想再吃。
去年單拖訪港工作的Hani表示今次可隨隊員前

來，但仍獨欠率智，希望下次可齊人來港。談及
率智近況，四女也坦言未知何時才能正式「合
體」，希望隊友早日康復！

Hani渴望能演戲
問到平時她們喜歡的音樂Style，早前翻唱IU

歌曲的正花表示：「慢一點的歌，像IU前輩一
樣！」又問有分參與專輯創作的LE靈感來自哪
裡，她稱來自自己、身邊朋友及隊友的故事。另
問成員們可想進軍戲劇界？Hani即表示有機會都
好想試。而LE則說很喜歡張國榮，可惜已再沒
機會合作，但會一直尊敬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高海
寧（高Ling）、張曦雯（Kelly）、劉
穎鏇、陳凱琳等昨日在雷暴警告下現
身尖沙咀碼頭外面，為Big Big Chan-
nel拍宣傳片，由於天氣惡劣地面濕
滑，眾女要冒雨硬着頭皮跳舞。其間
高Ling更不慎滑倒，在旁的張曦雯見
狀即扶對方起身，幸高Ling沒受傷。
事後高Ling笑稱因太興奮致滑倒，

坦言擔心走光多過受傷：「跌倒不是
怕受傷，反
而驚走光，
被人影到就
不靚。雖然
自 己 有 打
底，但打底
褲都不是用
來 給 人 看
的。」至於
高Ling如何
準備上 Big

Big Channel，她說：「我有主持過飲
食節目，又喜歡美食，打算介紹本地
的美食小店，又可教大家做運動減
肥。」同時，高Ling也有學跳肚皮舞
喼弗，更打算學滾軸溜冰來提高平衡
力，下次跳舞就不怕再出洋相。

張曦雯樂展現真性情
愛打機的張曦雯表示在 Big Big

Channel也會露兩手，希望給觀眾看
到藝人鏡頭後的真性情。提到她曾在
打機時爆粗，會否怕重蹈覆轍？她笑
道：「爸爸都有叫我直播打機時別講
粗口，不過打機有時會流露真性情，
公司叫我做得自然就可以，我也不是
故意要講。」更有打算邀請洪永城、
伍允龍一起打機，「伍允龍在打機方
面幫我好多，不過有些遊戲我打得叻
過男仔。」會否像平時甫性感相般，
性感上陣打機？Kelly坦言不會，因打
機時激動起來動作會很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郭羨
妮（Sonija）昨日到馬鞍山出席「奧
比斯『飛』一般嘉年華」，她透露由
於老公為女兒慶祝過生日便返回內地
繼續工作，故今天父親節沒特別慶
祝，不過有提早一家人吃飯。女兒又
親自製作了很得意的獎盃送給爸爸，
但事前叫媽咪保守秘密。Sonija指女

兒視爸爸為偶像，見他打側手翻覺得
很厲害，會說爸爸是Superhero！雖然
自己未獲女兒稱讚是Super媽咪，但
Sonija 也聽過女兒讚她上了妝好漂
亮，只可惜落了妝就不同了。女兒還
問她為何這麼瘦，是否不吃東西。
至於父親節，Sonija笑言作為老婆

也沒什麼表示，慶祝父親節的飯都吃
過，記者笑問會否打算送個仔給
老公做禮物？「我都想，但還未
有好消息，我們經常也夾不到時
間，我又不會刻意為了這樣飛返
內地。」那看準時機出擊「造
人」？她笑指這都是女人方面才
知道，而且不會太刻意，有當然
會歡迎，未有也不要緊，其實有
個女已開心滿足。

女 兒 愛 繪 畫 唱 歌 跳 舞女 兒 愛 繪 畫 唱 歌 跳 舞

梁詠琪忙到明年
才 考 慮 再 生 B
沒醒起今天便是父親節的GiGi，即推說

好讓老公去獨霸囡囡：「哎吔，我要
去上海電影節宣傳《女兒國》，那就送女兒
畫的紙飛機給爸爸，做慈善的很有意義！不
過他可以獨霸個女，已經是最好的禮物！」

感慶幸丈夫愛湊女
當問兩公婆是否常爭湊女時，GiGi笑

說：「我不夠他爭，他是頭號奶爸，見他真
的好享受湊女生活，我也不跟他爭，有人幫
手湊我還可安心工作哩！」在4月初，GiGi
與老公和女兒一同到紐約出席聯合國兒童基
金會的活動，有幸與老公的偶像曉治積曼
（Hugh Jackman）同場見面，老公追蹤偶

像的Instagram時看到二人合照也表現興
奮。
早前GiGi偕女兒探過生孖仔的好姊妹楊
采妮，女兒試過在家把兩個BB公仔塞入肚
內，說自己似姨姨。到解釋姨姨已經生了
BB出來，女兒答她自己的BB還在睡覺，相
當搞笑。記者即笑指女兒應該塞BB入GiGi
的肚皮內，說想要個弟妹，GiGi便笑說：
「即將要開演唱會，年底又要多拍一部戲，
明年才有時間，看有否這福氣啦！不過的確
好享受湊第一個，每天都有很多新鮮事情發
生！」
Ana R.原本偕同19個月大的女兒Maya

來支持活動，但因女兒發高燒，所以留家

由老公照顧。

Ana R.要令老公內疚
Ana表示女兒一直很健康，還是第一次

發燒，幸好住所附近有醫生看，亦不用住
院，但女兒連平日喜愛的食物也沒胃口
吃，令她都很憂心。另外，Ana笑指由於
母親節自己沒花收，也沒大餐吃，所以父
親節丈夫也沒安排，不過她其實準備了一
頓豐盛午餐和Spa，務求令丈夫內疚。
余慕蓮本月便是80大壽，她表示不少朋

友像吳麗珠、佘詩曼母親都想為她慶祝，
齊齊吃飯和唱粵曲，而日前她亦包起15位
朋友陪她吃飯慶祝。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 慶 全 ） 梁 詠 琪
（GiGi）、Ana R.和余
慕蓮昨日出席聯合國兒
童基金會主辦的「書寫
之禮」活動閉幕禮，
GiGi偕同女兒的畫作再
被接成紙飛機，希望發
放祝福送給有需要的小
朋友。GiGi笑言女兒愛
畫畫，但是個「抽象派
畫家」，畫作要由媽媽
去翻譯！另外，女兒還
喜歡唱歌和跳舞，也有
表演天分，但 GiGi 坦
言要等她長大後才選擇
路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王浩信和唐
詩詠前晚以熒幕情侶檔身份亮相商場的父親節
宣傳活動，二人與粉絲玩遊戲兼唱歌，當王浩
信唱起《陪着你走》時，更獲全場觀眾拍掌支
持。
浩信和詩詠憑劇集《不懂撒嬌的女人》人氣

急升，前者高興見到歌曲《陪著你走》再掀熱
潮，唱到街知巷聞。他說：「真的要多謝盧冠
廷先生，不敢想會拿到年底的歌曲獎，但我會
在《溏心風暴3》中與菊梓喬合唱，到時再去
想也未遲。」父親節當日浩信不用工作，他希
望收到女兒的禮物，「她幾有藝術天分，我小
時候會親手做禮物送給爸爸，所以希望女兒會
同樣給我驚喜。」詩詠透露因爸爸喜歡吃榴
槤，所以託正在馬來西亞拍劇的好姐妹黃翠
如，在當地空運靚榴槤來港作為父親節禮物。

雖然她今晚有工作在
身，但會爭取時間與家
人吃午餐慶祝。

有意合作搞生意
提到二人有合作做生

意的構思，浩信透露預
計每人投資約六位數，
也有其他合資者參與，
但詳細計劃仍未決定。
他笑道：「詩詠的數口
很精，平時大家叫飯
時，她計錢很精明。我
對服裝有興趣，她就對
食有研究。」

開騷前夕現身荃灣EXID最想吃雲南米線

唐詩詠託翠如
空運榴槤孝敬父親

郭羨妮消瘦 囡囡問是否節食

高海寧冒雨起舞 不慎滑倒幾乎受傷

■■譚芷昀自小便得到父譚芷昀自小便得到父
親譚順生親譚順生((右右))栽培栽培。。

■■譚芷昀在譚芷昀在《《全全
美一叮美一叮》》的演出的演出
片段片段，，昨日成為昨日成為
網上熱話網上熱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名模名模 Ana R.Ana R.
產後已成功收產後已成功收
身身，，身形身形「「弗弗
到漏油到漏油」。」。

■■快快8080歲的余慕蓮仍很活躍歲的余慕蓮仍很活躍。。
■■GiGi(GiGi(後排中後排中))對老對老
公愛湊女感慶幸公愛湊女感慶幸。。

■■((左起左起))張張
曦雯曦雯、、高高
海寧海寧、、陳陳
凱琳和劉凱琳和劉
穎鏇冒雨穎鏇冒雨
跳舞跳舞。。

■高海寧昨日幾乎滑倒
受傷。

■(左起)唐詩詠和王
浩信以情侶檔掘金。

■■EXIDEXID四女擺出可愛動作四女擺出可愛動作，，歌迷當然受落歌迷當然受落。。 ■■EXIDEXID前天現身荃灣見支持者前天現身荃灣見支持者。。

■■郭羨妮郭羨妮((左一左一))不刻意追多個不刻意追多個。。

■梁詠琪
沒抗拒為
愛女添個
弟妹。

本疊內容：娛樂新聞 副刊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