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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演唱會初段
於演唱會初段，
，阿姐
坐着人力車進場。
坐着人力車進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半生奉獻舞台的汪明荃（阿姐）前晚假紅館舉行一連兩場「汪明荃 50 周年
The Timeless Concert 2017」演唱會，從不欺場的阿姐在台上載歌載舞，給歌迷帶來精彩的一夜；又讓大家
進入時光隧道，回顧她 50 年來在演藝界的人生路。作為阿姐另一半的羅家英，則穿插出場放笑彈，兩夫妻又在
預早錄影的片段上耍花槍，被家英哥形容為內柔外剛的阿姐祝願老公長命一點來陪自己，愛夫之情可見一斑！

於前汪 晚明 頭荃 場演 來出 觀的 賞圈

中人有鄺美雲、鄧萃
文、胡楓、馮素波、
蓋鳴暉、王祖藍李亞
男夫婦等，適逢昨天
（28 號）是阿姐 70 歲
■阿姐的光頭
生日的正日，她會在紅
Look相當惹笑
Look
相當惹笑。
。
館跟逾萬歌迷度過。而前
晚她完騷返回後台時，一眾捧
場嘉賓齊為阿姐送上生日歌和送抱，
令阿姐笑逐顏開，更搞笑地扮喊。
開場時，先播放劉德華旁述的片段
介紹阿姐出場，她登上L字形寶座唱
出《萬水千山總是情》，為演唱會揭
開序幕。唱完一首歌後，接着便是
「 羅 家 英 Long Long Talk 分 享
會」，家英哥先向老婆施冧功，指這
位「汪小妹」是萬中無一的寶物；又
指自己在身份證上的寫法跟阿姐生日
只相差一天，都算有緣。

■ 阿姐坐在 L 字形寶座上唱歌
字形寶座上唱歌，
，其身後的歌
迷熱烈地舉起打氣牌。
迷熱烈地舉起打氣牌。

■張國強
張國強((右一
右一))和蓋鳴暉
和蓋鳴暉((右二
右二))等圈中人來捧
阿姐場。
阿姐場。

與家英哥非常有緣
家英哥回顧着阿姐過去 50 年的奮
鬥史，指阿姐是學校風頭躉，在電視
訓練班畢業證書號碼是「0001」，所
以做什麼都要第一。之後去了日本學
跳舞，1967年加入無綫，轉眼已經半
世紀，當年一個青春少艾、活力無
邊 、 靚 到 跌 落 水 都 要 「Dump 幾
聲」，現在變成一個雍容華貴、多才
多藝、氣質高貴大方、聲色藝全，
「總之正嘢一個！」
其後阿姐換上黃色復古裙坐黃包
車出場，她自爆之前給颱風嚇死，

■ 儘管已屆七旬之齡
儘管已屆七旬之齡，
，
汪明荃仍在舞台上做出拗
腰舞姿，
腰舞姿
，非常難得
非常難得。
。

但自己夠堅，打風都打唔甩，證明
有點運，並希望雨過天晴。阿姐在
事業上也經過高低起跌，她拍過無
數電視劇，也拍過電影投資做老
闆，她自言當年到台灣發展需要加
入工會，結果放棄了：「現時到內
地都要視乎有何背景，所以藝人身
不由己，哪裡有工開就去哪兒。希
望不要再受政治問題影響，我都是
受害者之一，當時台灣無得拍，香
港又得好少，內地又好多人，但我
無論怎樣都守住香港。」

粵劇環節拍案叫好
今年是著名粵劇劇作家唐滌生的
百歲冥壽，阿姐特別安排一場新式
粵劇《帝女花》演出，她與駙馬扮
相的演藝學院高材生做對手，其間
阿姐一躍被駙馬抬起，她向後拗
腰、繼而做燕式平衡動作，功架了
得。阿姐更在台上換上紅色新娘
裝，與駙馬拜堂演繹《香夭》，粵
劇環節的精彩演出令人拍案叫好。
現場播出阿姐和家英哥的發問問
題短片，在形容彼此關係時，家英
哥搞笑說：「魚水和諧、相濡以
沫、婦唱夫隨、人靚聲甜。」阿姐
就讚家英哥有才華，老實又顧家。
但講到大家愛吃的和第一份送出的
禮物時，二人均告答錯，引來台下
大笑。家英哥笑說最會激嬲阿姐的
地方是：「不洗澡、不黐家和孤
寒。」講到在家中佔據重要地位，
阿姐就選愛犬排首位，跟住是工
人、自己，第四才輪到老公，她又

港姐泳裝示人冇睇頭 何依婷拉筋險走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十位候
選港姐將於本周日（9 月 3 日）進行決
賽，大會昨天安排佳麗們到黃竹坑一間
酒店的泳池作「水上擂台」活動，惜因
天雨關係，未能如常進行水上活動，要
移師室內在前奧運港隊游泳代表蔡曉慧
帶領下，改為做熱身拉筋動作。由於眾
佳麗穿上密實型的兩件頭運動泳衣，沒
甚看頭，不過她們經努力瘦身下，曲線
美態都見成效，其中 2 號李清心、5 號雷
莊兒、7 號黃凱琪及 8 號伍樂怡更練出腹
肌，而之前被指體胖的 3 號梁雯蔚、6 號
邱晴、10 號張寶欣進步最大，清減不
少。她們以弗爆身形示人，不過 1 號何依
婷俯身做拉筋動作時，不慎春光乍洩。
何依婷因專注拉筋，沒留意有否走
光，而且之前檢查過沒問題，她相信自
己沒走光。不過她之後穿泳衣都會小心
點，始終走光的觀感不好。她透露在家
有「秘密練兵」，常對鏡子練習笑容和
口才，為問答環節做足準備，問口才不
錯的她是否較有信心在問答環節突圍？
她謙稱：「別這樣說，要視乎整體表
現，都有信心，希望決賽當晚能把受訓
■ 何依婷俯身拉筋幾乎「出 所學的展露出來。」
事」。
練出六塊腹肌的雷莊兒，是眾佳麗中身

光頭Look爆笑抵死
到握手環節，阿姐見粉絲反應熱
烈，自己又不停收花，她笑言：
「本來打算退休，收這麼多花，還
是不退了！」她在趙增熹伴奏下唱
出《長城長江萬里長》，她續道：
「聽聞很多人去長城，牆身有點殘
破，未知長江的水有否像以往般乾
淨？ 大家要愛惜祖先留低的財產，
環保一些。」接着家英哥再出場，
介紹阿姐千變萬化的造型，其中最
抵死是熒幕放出阿姐的光頭 Look，
又在頭上擺了鷹的頭飾，家英哥滿
心歡喜說：「證明我不只在她的心
內，還在她的頭！」還有阿姐的小
丑、木偶等經典造型。
之後阿姐以密實打扮唱出《熱咖
啡》等串燒歌，她表示：「不感吃
力，愈做愈精神。做 50 年真是好長
時間，沒大家支持便很難行，因會
有高低起跌、人事關係，好複雜，
要堅持進步才有今日的我。」安哥
時，阿姐唱出《華麗轉身》，當落
台後又再升上來，她笑說：「怎捨
得走？」最後以一曲《美麗娛樂世
界》作結。

譚耀文 袁文傑
藉《辣警霸王花 2》重逢

■十位候
選佳麗昨日
以泳裝見傳
媒。
形最弗，她覺得不會因而增添其他佳麗壓
力。

弗爆雷莊兒狂操中文
比賽在即，她表示要努力學好中文，
免得上台時更緊張，所以近來多看中文
台電視，又跟婆婆多些交談學中文。另
一操出腹肌的佳麗黃凱琪表示，近來吃
得較清淡，通常都會全身消瘦。「又會
做些拉筋動作，令跳舞時不會太生硬。
（跳舞有進步嗎？）依然很驚，不過要
加把勁，必須面對。」
伍樂怡則放鬆心情備戰，她也找家人
來練習反應和應對，問她會否擔心遇到

刁鑽問題？她認為最重要是訓練「轉
數」，她自覺在談吐上有進步，信心都
增強了。又指男友在決賽當天不會捧
場，「父母就會到場支持。」
邱晴的瘦身方法是跟營養師減肥，再
做運動配合，但沒有節食，畢竟要綵排
和出席許多活動，不想暈低。當問到現
時磅數，她露出尷尬神情：「有 119 磅，
剛才飲啖水變成 120 磅，（如何備戰？）
每晚都敷面膜，聽鄭丹瑞教路，在說話
時要如同唱歌，要有自己節奏。覺得放
鬆後說話上有進步。」張寶欣同樣依照
營養師食譜，也沒有節食，她指最重要
是均衡飲食，又努力練舞和口才。

劉美娟拒重提陳年緋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奇妙
電視資訊遊戲節目《中伏》，由蘇民
峰和盧頌恩主持，昨日邀得嘉賓李蕙
敏、鄧健泓及劉美娟一同錄影。談及
老公張崇德的音樂人教室之前租了非
商用單位，問美娟是否也算中伏？她
稱這次學多了香港的法例，會小心得
多，現找地方會看清楚地契，不想再
次中伏。畢竟他們裝修錄音室時花了
60 多萬元，但未歸本就要搬走，故現
在新的錄音室會轉新方向，不會花太
多錢裝修，但要做到最好的效果。
另談及邵仲衡又再重提跟她拍拖
時，劉青雲竟在她家樓下等她，美娟

指家英哥飲食很任性，更有點糖
尿，家英哥即笑說：「但她每晚都
會給一杯雪糕我吃！」阿姐解釋家
英哥需要適量糖份，希望他放鬆一
點，想老公長命一點陪自己。家英
哥即大讚老婆：「她是外剛內柔，
心地好，敬老的人。全世界只得她
一人做到。」

笑言：「來到奇妙電視又要講一次？
我已說過不會回應！」但老公有否不
開心？她笑說：「你們去問他吧！」
會否覺得邵仲衡不應將事情翻炒又翻
炒？她還是表明不作回應。會否覺得
做人應向前看？美娟謂：「你幫我講
答案嗎？在娛樂圈可能真的有些秘密
會很吸引，但是否真實或要再講便有
商榷餘地。今次我被拉入成為女主
角，我是有權不回應，因我很被動
的！」

李蕙敏自爆曾被壓歌酬
李蕙敏笑言到來時，美娟已中伏，

因大家談起誰早入行，發現原來美娟
選港姐時比自己還早入行。在娛樂圈
多年，李蕙敏當然有遇過中伏的時
候，例如登台都有些古靈精怪事情，
雖然走數機會較少，但有試過去到才
叫唱少幾首歌，原來是不想給那麼多
歌酬，她無奈當時是新人似「一嚿
飯」，現在就會醒目得多。昨日見到
蘇民峰師傅，要是有時間也會問問運
程，李蕙敏坦言近年開始都有留意風
水，卻不會太迷信，因西方也證實氣
場對生活環境的影響很重要，所以她
有時都會去行山吸些靈氣。
提到日前有內地人打風去行山迷

■何佩瑜展示修長美腿。 ■(左起)袁文傑與譚耀文今次
均是扮演警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電影《辣警霸王花 2》昨
日於酒店內拍宴會場面，譚耀文（阿譚）、袁文傑西裝筆
挺，梁琤穿大露背貼身裙，何佩瑜（Jeana）亦騷長腿示
人。
片中同演警司的阿譚與袁文傑已有十六七年沒合作，前
者表示今次要拍連場動作及駁火場面，但因太久沒拍開槍
戲，亦疏於練習射擊，需要花時間練習準繩度。至於袁文
傑坦言是來客串，會以文戲為主，他笑指之前演「游生」
一角令他人氣急升，工作接不停，問他排期到何時？他笑
答：「無了期！」而這次跟阿譚聚首，袁文傑表示很喜歡
聽對方的歌，更即場哼了幾句，阿譚笑說：「你唱那麼
好，我都接不下去！」

何佩瑜不介意咀林明禎

■ (左二起)李蕙敏、劉美娟和鄧健泓
昨日錄影奇妙電視節目《中伏》。
路，結果要出動過百人搜救，李蕙敏
說：「這當然不應該，有時打風去看
海浪，感覺似很浪漫，但也特別危
險，所以奉勸大家也不應做這類行
徑。」

何佩瑜曾於颱風「天鴿」吹襲澳門時在當地拍外景，也
得知災情嚴重，希望之後再到澳門拍攝時，一切能恢復正
常。今次在戲中，Jeana 要拿槍拍攝，她索性將長短假槍
帶回家練槍法及姿勢，導演反不用她性感演出，卻想加她
跟林明禎的同性戀戲份。Jeana 坦言林明禎樣子可愛，自
己可演得 Man 點來保護她，要是劇情需要她倆接吻都會
接受，不過禮貌上也要事先知會男友翁子光。
林明禎為演出動作戲，已練出六塊腹肌，還笑問記者要
不要看。她更不介意性感演出，想可愛之餘，再加點性感
來突破自己。不過要與 Jeana 同性親嘴，她笑說：「我會
很害羞，不過之前拍過一部台灣電影都有跟女生親嘴，感
覺她的嘴巴很軟！」
梁琤與陸詩韻片中合演姐妹花，其中有場在澳門小巷的飛
車戲，梁琤要當車手狂飆車，陸詩韻笑指她是位辣車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