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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尾一場吸引不少圈中人捧場，包括
狄波拉、陳百祥和黃杏秀、 黎耀祥

夫婦、王馨平、鄺美雲、王敏德和太太馬
詩慧等，而劉德華、郭富城、任達華有拍
片打氣。
Sam和阿倫甫出場演繹連串經典金曲，
現場氣氛沸騰，阿倫跟大家說想開Part
2，希望出年年尾或過年可以成事，令全
場報以歡呼聲。而每晚都會拉台下歌迷上
台共舞環節，Sam請了陳凱彤，阿倫就
「一拖三」請了袁詠儀、戚美珍、崔嘉寶

上台，苗僑偉亦有上台玩自拍，三位「靚
太」與偶像輪流共舞，Sam搞笑說：「頂
唔住喇！」

默契好成最佳拍檔
阿倫和Sam經過一段時間相處，阿倫在

台上有感而發：「最初識阿Sam，接觸時
是好難，佢係忍者好少出來，接觸後發覺
佢比較內向好怕醜，搞到我唔敢亂噏嘢同
搞笑，驚嚇到佢，熟絡後原來佢好幽默好
好玩，阿Sam沒跟其他人合作過，所以同

我需要時間磨合，每晚佢都有進步，大家
默契愈嚟愈好，搞下搞下真係最佳拍
檔。」安哥時，全場high爆，紛紛站起身
跟他們萬人大合唱，二人又齊聲指很期待
開Part 2，同大家再玩過。最終唱至11時
45分以一曲《鐵塔凌雲》 為個唱畫上圓
滿句號。完騷後，阿Sam和阿倫到後台開
香檳祝酒慶祝，問到他們是否會開Part
2，阿倫謂：「都想，但很少有一個長期
（指場館）， 最少要兩、三星期。」 提
議可以開Part 2、3、4？阿Sam亦微笑點

頭。對於有人提議加入阿Lam做三人騷，
阿倫轉數快說：「『3am』演唱會，但大
家不同公司，都要夾，阿Lam又係我朋
友。」阿倫因與觀眾握手，弄致雙手多處
痛楚，加上首場不慎弄傷手骹，他自言每
晚痛到未能入睡，現場亦準備了止痛藥以
防萬一，估計個多星期後便會痊癒。

阿倫今年不慶生
今天（23日）是阿倫正日生日，當晚已

收粉絲利是收到手軟，他笑說：「心口愈

來愈漲，不過生日要在外地工作，不會慶
祝，之後會同Sam到世界各地巡唱，9月
又會開個人騷。」 而9月6日生日的阿
Sam，一如過往，會到扒房吃牛扒。
說到苗僑偉的兒子苗俊在社交網站中放

上與阿倫囝囝曉風的相片，阿倫稱：「年
輕人危機感不足，沒想到危機問題，（不
介意？）第時唔好囉。」阿Sam至今仍未
見過曉風真面目， 阿倫解釋因囝囝不在
港，有機會的話一定帶他去見阿Sam這位
uncle。

香港文匯報訊 成都出生的陳法拉早前與Beau-
tiful Destinations創辦人Jeremy Jauncey及其攝製
團隊，到故鄉成都拍攝「迷人的中國」的旅遊
系列。法拉已有5年沒有回到家鄉，今次可以
借工作為由一解鄉愁，重拾不少兒時回憶。在整
個拍攝過程當中，法拉需要不斷穿梭成都的大街
小巷及公園，她回想起：「我們有一天經過的望
江公園，原來是父母口中經常提到的拍拖地點，
可以理解作自己的『萌芽』之地。我記得以前成都
的人大多數以單車代步，起居飲食都是比較簡樸，
幸好現在成都清新的空氣及濃厚的人情味尚在。」
法拉在拍攝過程中走上成都的橫街窄巷，當她聽
到途人的方言口音，感覺到自己的確已經回到家
鄉，而貪吃的她當然最掛念成都的美食，她笑說：
「川菜火鍋都是我在外國留學時日思夜想。而在眾
多成都小吃當中，『糖畫』是我的至愛，因為小時
候放學都會買來吃，現在看到就會想起兒時的自
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由葉念琛
執導、劉嘉玲、任達華及衛詩雅主演的
《我的情敵女婿》，前晚在灣仔一間茶餐
廳拍外景。嘉玲穿私伙皮褸與穿西裝的華
哥合演對手戲。
二人是繼《雞鴨戀》後相隔25載再合

作，嘉玲獲華哥讚賞保養得好，她也自豪

地表示戲中有個養女衛詩雅，真實生活中
自己的年紀應可以生得出對方，不過現還
有很多年輕人欣賞她，這也無法阻止，因
為她自覺都好值得欣賞。問老公梁朝偉是
否也知道？嘉玲笑說：「有些事不能講，
要給他一些危機感，但如果有後生女喜歡
他，我都替他開心，恭喜他，因他已這年
紀了！」華哥也認同說：「所以我都遭人
妒忌，昨日隔籬街有位男士都怒目相
向！」嘉玲笑問華哥會否也多後生女「埋
身」？華哥竟緊張滴汗：「得我個女埋到
我身，真的沒有女生可以埋到我身的！」
嘉玲即拿紙巾替華哥邊印汗邊說：「講真
話！」華哥裝作堅定說：「真的得我個女
埋到身，我手傷她為我切牛扒，老婆餵我
飲湯，認真浪漫。」 偉仔又是否浪漫？嘉
玲笑說：「他不會啦，但我一個人都可以
浪漫，飲紅酒、喝咖啡、去跑步，一個人

悠然自得都
幾浪漫！」
華哥則指他
一家三口去旅行亦很浪漫，最近太太琦琦
旅行完也重了10磅歸來。

演「阿寶」前訪問導演
談到前晚是拍嘉玲與華哥於雲吞麵檔重

逢，但華哥已周旋於嘉玲與養女衛詩雅之
間，二人均認為戀愛沒年齡界限，嘉玲笑
指法國總統也是這樣，忘年戀經常會有發
生。
至於今次演導演葉念琛找嘉玲演最終篇

「阿寶」，她表示過去沒看葉導的戲，故
有先去訪問導演，才知背後的故事這般浪
漫，其實拍得好可以再拍下去。另談及好
友鄧永鏘傳出病重，嘉玲對此沒作回應，
希望大家能夠體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鄭少秋
將於9月30號到澳門舉行演唱會，努力
操弗的他狀態不俗，不過秋官不會亂
「爆肌」，不然在台上便欠親切感，拉
遠跟觀眾的距離。
秋官、王灝兒（JW）、江海迦

（AGA）及李幸倪（Gin Lee）昨日出
席港台《金曲40我和你》啟播禮，講到
秋官下月的澳門個唱，秋官透露：「要
練唱歌跳舞，又要做Gym，主要做帶氧
和負重運動，要有肌肉先支持到關節動
作。至於吃方面，平日已甚少食肥膩食
物，不過之前工人整了煎肉餅，即時生
唇瘡，給她害一害，我本身已有團火，
幸而老婆有煲湯水，否則會爆到上
頂。」
他透露：「今次澳門站與香港演唱

會，內容上有點分別，將會更加精彩，
出盡力去做。嘉賓人選不會透露，不過
太太和女兒都會到來支持，到時會品嚐
澳門美食，好似蟹粥、豬扒包，雖然

keep fit中，但只要分
量有節制便沒問題，
有 時 都 會 淺 嚐 美
食。」
問他是否操到一身

肌肉？秋官笑說：
「有些細肌的，不好
亂爆肌，否則上台便
欠親切感，跟觀眾有
距離，只要肥去操弗，瘦就漲少少便可
以。」
對於女兒鄭欣宜將獲老闆蕭定一支持

開設新唱片公司Label，可以「自立門
戶」做揸弗人，秋官表示：「實際情況
便不知道，據我了解她想擁有自己公
司，而蕭定一就會請她公司的歌手，主
動權在她身上，可以自由創作。欣宜有
自己的理想很不錯，後生女可以自己闖
一下，以前的我好笨都是靠公司，沒去
想自己創作路線和理想，只要給我課
題，我做好課題便算。」

承諾

阿Lam加入成「3am」騷？

開Part 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兩位殿

堂級歌手譚詠麟（阿倫）、許冠傑（阿

Sam）前晚順利完成12場《阿SAM &

阿 TAM HAPPY TOGETHER 演 唱

會》，兩人的非凡魅力帶給粉絲一場極

盡視聽享受， 大家意猶未盡，Sam和

阿倫在萬多觀眾面前承諾要開Part 2，

對於有人提議再加入林子祥（Lam）成

三人組合，腦筋急轉的阿倫即起名為

「3am」，相當精警！

香港文匯報訊
陳曉東近年被質疑
整容，最近他作客
奇妙電視節目時，
被主持親手摸臉驗
證「無花無假」，
東東沒好氣地說：
「好多人以為我塑
膠做㗎，其實我只係食咗少
少防腐劑！」
東東對整容傳聞屢聽不鮮，

但從沒正面回應，他自言因工
作太忙無暇理會，並謂：「整
完容唔使時間消腫咩，都入行
廿年啦，現在先來搞呢啲？你
估我病得好深咩！」至於東東
經常被指撞樣，早年被指似梁
詠琪，近年則被指似黎諾懿和

余迪偉，東東沒所謂地說：
「是但啦，我個樣似太多人
了 ！ 」 昔 日 拍 檔 陳 建 穎
（Ray）和邱穎欣（Joyce）當
日驚喜現身，舊友聚首，三人
竟感觸得淚盈於睫，東東開心
地說：「真係好多回憶返晒
來！如果有埋Kelly（陳慧琳）
咁就齊腳啦！」最後三人合唱
當年成名曲《打開天空》。

嘉玲問多後生女埋身？

任達華聞言緊張滴汗

陳曉東被摸臉證「真偽」法拉返故鄉成都尋根

■■阿倫阿倫、、阿阿SamSam、、袁詠儀袁詠儀、、戚戚
美珍美珍、、崔嘉寶崔嘉寶、、苗僑偉苗僑偉、、陳凱陳凱
彤玩到上台彤玩到上台，，更自拍留影更自拍留影。。

■■狄波拉狄波拉、、陳百祥和黃杏秀等到後台打氣陳百祥和黃杏秀等到後台打氣。。

■法拉與Jeremy Jauncey上
妝學習「川劇」。

■■陳曉東被陳曉東被
主持摸臉驗主持摸臉驗
證證。。

■嘉玲替華哥邊印汗邊說：
「講真話！」

■■電影前晚在灣仔一間茶餐廳拍外景電影前晚在灣仔一間茶餐廳拍外景。。

■黎耀祥夫
婦 拍 拖 睇
騷。

■完騷後，阿Sam和
阿倫等人到後台慶祝。

■■經時間磨合後經時間磨合後，，阿阿SamSam和和
阿倫的默契愈來愈好阿倫的默契愈來愈好。。

■■法拉已有法拉已有55年年
沒回成都沒回成都。。

■■鄭少秋鄭少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
穎）陳柏宇和模特兒趙勁皓
（King）合共6人投資近400
萬在銅鑼灣開設火鍋店，柏
宇的太太有到場支持，而
King 的女友盧頌之（Da-
Da）和愛女趙安嵐亦有現
身，其他到場好友包括黎美
言、吳國敬等。
原來King 6年前已開了第

一間食店，今次與首次做生
意的柏宇合作，
柏宇笑言：「自
從跟King成為朋
友後，不時叫他
帶挈我在生意上
發展，自己角色
非常無用，只是
負責宣傳。」
King都希望可以

賺大錢，但最緊要穩陣，不
讓投資者蝕錢，能令柏宇賺
錢之餘，又學到做生意運
作，9月他們會再搞酒吧。
有指今次「小龍坎」店名

曾引起版權風波，柏宇解
釋：「其實這個名是內地一
個地方名，所以無得註冊，
不過香港就有人註冊了，所
以我們改為『雲長小龍
坎』，現在沒有問題。」

澳門騷講親切感秋官不操「爆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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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闆 ■陳柏宇和趙勁皓合作開設火鍋店，其

另一半亦到場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