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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娛樂CEO 許佩斯送上
印有克勤 Logo（HL）的大
旗，寓意他能擔大旗。

■台上擺放了一
個水晶球，播放
了克勤三十年前
參加歌唱比賽時
的片段。

■克勤新歌 MV，有胡楓、鮑起靜參
與演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李克勤踏入樂壇 30 周年
大日子，將於九月假紅館舉行
《 李克勤慶祝成立 30 周年演
唱會》，屆時會邀請合作過的
藝人到場， 不過克勤就謝絕
港姐冠軍的太太盧淑儀戴上后

克勤滿身飛債

冠住泳裝上台， 非常介意

介意老婆穿泳衣公開示人

太太再蝕一次於人前，同時亦
不會讓兩個囝囝上台唱歌，
貫徹低調作風。

李克勤穿上彩色繽紛的西裝在氣球
爆破下現身記者會，並宣佈原定

■李克勤向大家宣佈喜訊，演唱會加
開2場。

9 月 5 至 8 日舉行演唱會，將會加開 9 月
4日和9日兩場，合共六場， 滿身飛債的
他笑言被爸爸「藐」爆，因要買 480 門票，
加場後情況可能有改善。 當司儀問到他的
港姐老婆會否戴住后冠上台，台下有人大
嚷「泳裝」，克勤聞言嚇得目瞪口呆：
「上台都可以諗下， 泳衣唔好，不是計
年齡問題，她幾十年前已經蝕過一次， 唔
好再蝕。實不相瞞，我好介意，唔好
搞。」
笑問克勤寧願太太泳衣上台，還是演
繹《舊歡如夢》，他即說：「 黐線，費時
睬你，不過日前玩直播，很多人想我唱

被爸爸
「藐」
爆

《舊歡如夢》， 覺得大家是整蠱我，第一
次聽到周慧敏話老公都想聽， 現在考慮在
演唱會以新版本演出，實行邊度跌低就邊
度起番身。（ 即場跳一次隻舞？）好多小
朋友睇緊，趷得太高又唔好， 趷太低又沒
味道。」 接唱片公司送他全新專輯的黑
膠碟和紀念郵票， 以及其品牌標誌旗幟，
寓意克勤繼續「擔大旗」， 現場更首播克
勤新歌《失魂記》MV。

兒子對唱歌興趣不大
克勤受訪時重申表示不會讓太太盧淑儀
穿泳裝上台，他說：「 過不到我這一關，
當年我未有話事權，未追到手，只是生滋
猫入眼。 (當年也是被太太的泳裝 look 吸

陳家樂為拍劇推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靜儀）黎耀祥(祥仔)、姜大
衛、陳家樂、林夏薇、江欣
燕、陳山聰及黃山怡等，昨
日到將軍澳電視城出席新劇
《逆緣》造型記者會，首次
為無綫拍劇的夏文汐因有工
作而未有現身，劇中她與祥
仔會有一段神秘的關係。劇
中祥仔、姜大衛及陳家樂會
飾演三爺孫，家樂飾演祥仔
的爺爺，劇情講他在抗日時
期被急凍做實驗，祥仔笑言
估不到有個「冰鮮爺爺」，
感覺幾得意。相隔半年再拍
劇的祥仔，笑言要重新學
習，而他在木人巷長大，都
捱得，而這半年亦有新體
驗，很開心今次有很多新對
手：「陳家樂、夏文汐同陳
山聰都係第一次合作，在
TVB 咁耐都沒合作過，陰
功。」他透露江欣燕飾演他
■黎耀祥和江欣燕在現
的太太，但他與夏文汐又會
場十分好傾。
場十分好傾
。
有一段複雜的關係。
首次正式為無綫拍長劇的家樂， 笑說：「之前睇日劇或日本電影，
表示為了拍劇推掉了一部電影，因 都跟唔切字幕，所以今次壓力好
為撞了時間，加上媽咪又好喜歡祥 大，又不停背日文對白，個腦塞滿
仔，所以就接拍。首次跟祥仔合 日文。」她表示劇中與陳家樂飾演
作，家樂感到開心又緊張，同時又 情侶，之前也有看過他演的電影
《幸運是我》，覺得他演得很好，
好期待。
估不到可以合作，而她跟夏文汐亦
林夏薇找老師學日文
有很多對手戲，夏薇說：「夏文汐
劇中飾演中日混血兒的林夏薇， 飾演我阿姨，佢係好多人心目中的
透露當初接到劇本便找老師學日 女神，好靚高貴又優雅，好榮幸可
文，又後公司再安排老師教她。她 以合作。」

■Gin Lee

是見到身邊小朋友上台表演，便會替他加
油， 他們去到那麼遠的地方比賽又得到好
成績，又是香港人， 當然會為他拍手掌，
(你有教囝囝唱歌？)無呀，反而教他們踢
波。」

粉絲投訴太少飛出售
演唱會門票昨日公開發售，有粉絲投訴
只得二成門票出售， 克勤無奈道：「真是
矛盾一生，可能經歷過 1995 年滯銷， 其實
不想把所有拿出來，但內部認購多便少了
拿出來發售， 這問題我都答不到大家，480
票價的位置都很好看， 睇我無需坐太近，
現在加開兩場的飛也買得七七八八， 尚有
些中價門票。

趙勁皓父親節贏健美比賽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現 年 29 歲 的 趙 勁 皓
（King），日前不但度過了人生第一個可
以抱愛女過的父親節，更贏得了
「Hkfbf Men Physique 180above」冠軍寶
座，令另一半盧頌之大為振奮。親臨比賽
現場為老公打氣的她，即時送上愛的香
吻，阿 King 翌日更拿獎座，與囡囡「踢
踢」來個「勝利合照」，興奮雀躍之情不
言而喻，難怪 King 笑言得到了最好的父親
節禮物。
為了讓 King 以最好姿態備戰，DaDa 除
了每日為 King 親手炮製愛心低脂低鹽營養
餐，及四次比賽都全程陪足老公外，更每
件事都為 King 打點周到，令 King 大為感
動：「老婆除咗要忙煮飯，仲要照顧我同
囡囡的日常生活。好似之前我哋會一齊起
身湊女，但呢個月佢想我瞓耐些，所以情

願唔出聲自己搞掂。佢又會每晚臨瞓前，
都幫我執好第二日要用的用品，又在現場
幫我影相同拍片，幫我為出賽過程留個紀
錄，真係好多謝佢。」

■趙勁皓把贏得的
獎牌送給囡囡。
獎牌送給囡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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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王浩信
王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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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朗及蔡思貝出
席無綫新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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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樂同林夏薇首次合作
陳家樂同林夏薇首次合作。
。

Gin Lee拍MV流淚鏡頭一Take過
香港文匯報訊 Gin Lee 今年第二首派
台作品《和每天講再見》即將面世，新
歌講述生活中每個人都會經歷和發生的
情況，忙忙碌碌又一天，根本不知道每
一天怎樣過，Gin 想透過歌曲提醒大
家，每天都可以是個值得回味的終點。
歌曲賣點在於 Gin 與樂隊在錄音室內一
Take 過現場錄音，每一 Take 都是心血
之作，重唱功的同時 Gin 與樂手之間
的配合亦不容有失。Gin 表示：「《和
每天講再見》在中段轉音調時開始激昂
澎湃，令我釋放情緒，投入感情於其
中，尤其在拍 MV 的時候，我希望這首
歌令大家反思生活的意義，我的歌聲可
以治癒聽眾的心靈。」

引？)我不是看這些，表面上， 哈哈，總之
我盡量不容許不懂唱歌的人上台。(兩個囝
囝又如何？) 曾經吹水問過他們，但現時的
水平好高，最近有個 9 歲（譚芷昀）都唱得
好叻，囝囝未到水平，還是不好了， 加上
他們興趣不大，他們只會來捧場。近日更
點唱《紅日》， 上次他們試過來睇綵排，
只是說想試下由升降台升上來， 沒說過想
唱歌。(不讓兒子上台，是否不想像譚芷昀
的父親一樣被批評拿女兒當搖錢樹？）不
便評論她唱得好與否， 因各花入各眼，覺
得每個家庭會有自己方法管教，無話好與
不好， 正如有些家長安排小朋友課外活動
可以踢波或是畫畫， 他父親是教唱歌，可
能培養小朋友將來成為歌手， 自己抱態度

拍攝《和每天講再見》MV 對 Gin 而
言又是一個演技的考驗，故事中 Gin 有
不少內心戲之餘，還與男主角有對手
戲，表現出一種淡淡然的無奈和傷感。
雖然拍攝場地圍繞在家中，但家裡有幾
十張即影即有佈置，Gin 和男主角在拍
攝 MV 前一天瘋狂地去了不同地方拍
照，相中可見他們是一對溫馨又甜蜜的
愛侶。到正式拍攝 MV 當天，二人關係
180 度大轉變，Gin 面對這段關係冷淡的
同時又無能為力。不得不提的是，Gin
的演技大有進步，極速醞釀情緒後，一
Take 過拍攝流淚鏡頭，完完全全釋放自
己，相信繼她的歌聲後，她的演技也是
相當吸引。

王浩信操大隻 陳自瑤沒反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王浩
信、蔡思貝、李佳芯（Ali）、張振朗、
翟威廉、譚凱琪及蔣家旻等，昨日出席
新劇《踩過界》之「踩入周末時段」記
者會，會上，高層杜之克表示劇集將於
六月廿四日起，於周六及周日晚播出，
今次的做法大膽又特別，相信對該劇有
一定好處。劇中飾演失明大律師的王浩
信，在現場播放的預告片中大騷健碩腹
肌，他笑言今次騷肌的次數不下五次，
是拍劇以來最多的一次，拍劇四個月都
食得好清淡，慣咗四個月都食得好清，
希望觀眾有驚喜感受。問到太太陳自瑤
對他操得如此大隻可有驚喜？他說：
「老婆一直睇住我越來越大隻都沒驚
喜，反而個女學緊數字，對住我的腹肌
由一數到六，不過因為劇情比較沉重，
所以盡量遮住個女對眼唔畀佢睇。」周
六及周日晚播出，他對收視又可有信
心？浩信指因劇情沉重，所以每一集播
出後都能給觀眾空間消化劇情，收視能

達廿五點已不俗。
蔡思貝不諱言劇集在周六周日播出會
有風險，但大家對劇集的消化時間亦相
對較長。問到思貝可會叫緋聞友男友麥
秋成捧場？她只說：「都會叫身邊朋友
捧場，因為花咗好多心血，辛苦拍咗四
個月，收工都戴住個牙套，咁努力，希
望身邊人支持。」問到她與王浩信可有
咀戲？王浩信即說：「冇…… 佢副假牙
有種味。」

李佳芯演激情戲沒向男友備案
李佳芯在台上被司儀問到平日做過最踩
過界的事情，她自爆跑步時咩都唔戴，令
人誤以為會真空跑步，惹來全場大笑。Ali
受訪時就解釋通常都是到屋企樓下跑步，
所以只會帶一條門匙。在預告片中Ali與
張振朗有激烈咀戲，她承認拍得比她想像
中激，問到Ali演出激情戲可要向緋聞男
友陳炳銓備案？她說：「點解要備案？唔
需要同任何人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