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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一連九場《李克
勤慶祝成立 30 周年演唱會》前晚圓滿結束， 尾場
請來「校長」譚詠麟做嘉賓，也是克勤由「環球」
轉會「英皇」後， 為「左麟右李」再度合體帶來
驚喜。克勤又自爆明年會寫劇本並一圓導演夢，作
為送給自己 50 歲的生日禮物 ，亦已得到英皇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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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喜合體

楊受成首肯支持。

■克勤準備仙人掌送給
阿倫，寓意對方有「一
柱擎天」 的樂壇地位。

因應黃偉文提議，克勤尾場演唱會來個
睡衣派對，多位到場嘉賓均以睡衣

Look 現身，除黃偉文外，還包括克勤太太
盧淑儀、蔡卓妍、徐濠縈、邱子傑夫婦
等。甫開騷，全場粉絲情緒已很高漲，克
勤更不停收到利是，繼續着到紅噹噹介紹
嘉賓阿倫出場的克勤說：「這是九晚嘉賓
中年紀最細一個，聲色藝俱全，有把深厚
聲音、樣靚、身材魁梧、受到萬千寵愛，
唯一缺點是有時故意忘記歌詞。 如果每個
人一生有個貴人，他便是我貴人。」

《一個人飛》，笑言：「如果我唱得唔
好，或者歌詞打唔切，就真係唔好㗎。」
克勤大談男人在不同階段依然有進步空
間，必須努力追尋夢想，他說：「我好鍾
意嘗試不同事物，加盟英皇第一首歌《一
個都不能少》 便首次做 MV 導演，明年希
望實踐另一夢想做電影導演，之前跟老闆
（楊受成）提出，他很支持說如果我不搵
他，他會嬲，如果真是我粉絲和朋友，不
要理我拍成怎樣都要買張飛睇，可以嗎？
這裡萬多人，每人買一張飛入場，都有一
百萬票房， 我有九場演唱會，楊生應該不
會點蝕。」
安哥時，克勤演繹《紙牌屋》竟老貓燒
鬚， 一時忘記歌詞即尷尬伸脷，他拉埋阿
倫落水笑說：「這些是有傳染病，我問那
個人點解經常忘記歌詞，他說『你得一、
兩首金曲梗係記得，我有咁多點記得
齊！』，Sorry 囉， 我下次唱好些。」最
後克勤獻唱《愛不釋手》 見到全場開着手
機電筒的一片燈海時，他感動到淌下男兒
淚，最後個唱在凌晨十二時圓滿落幕。

見全場燈海感動落淚
阿倫全藍西裝上陣，一紅一藍可謂襯到
絕，兩人先來深情擁抱，克勤特意準備一
盆仙人掌送給阿倫，寓意對方有「一柱擎
天」 的樂壇地位，阿倫就笑問為何這盆栽
又分叉又爛？克勤着校長遠看依然是一柱
擎天，逗得全場大笑。阿倫笑言身上的西
裝是十年前，特意在倉庫搵出來， 可能剛
與許冠傑開完騷仍 keep 得住，隨即大讚克
勤在掌握舞台上更有能力，整個人變得成
熟穩重，克勤謙稱乃從校長身上學習，他
們合唱完《也曾相識》便來個擊掌。之後
阿倫為表誠意十足，特地選唱克勤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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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勤在慶功宴受訪，他先感激阿倫做嘉
賓，指對方很有誠意唱他的歌，更早一日
便來綵排，無論自己身在何處，對方都會
來撐，真的很感動。克勤又透露稍後會跟
阿倫有場羽毛球「世紀之戰」，「我同溥
儀老闆邱子傑一隊，阿倫同我太太一隊，
你覺得我贏機會有幾多，我覺得是零，一
個我老婆，我贏咗返去要跪玻璃，一個校
長，贏咗又要殺頭啦。（你放水？） 唉，
邊走邊射啦。」
說到克勤明年做電影導演，他說已得到
老闆楊生支持，對方沒有說過投資上會有

相 信 生
日、聖誕
節和新年
要在工作
中度過。

個月都有入紙申請，希望香港觀
眾有機會欣賞到她的演出。稍後
就到杭州做巡演的 Coco，近期都
要節食保持狀態，她說：「今次
主題是 18 歲，相信大家 18 歲時都
是勇敢、天不怕地不怕，好想帶
給香港觀眾看，希望盡快申請到
紅館檔期。」

下個月到內地拍電視劇的吳千
語，表示此行長達數個月，相信生
日、聖誕節和新年都要在工作中度
過，現時就主力準備劇本和練普通
話，因為新劇有不少長對白要應
付。問到可有時間拍拖，她說：
「大家都各有各忙，其實都沒所
謂，有時間就一起去旅行，沒有就
我約朋友去玩，如果要大家夾到時
間，相信要推掉全部工作。」對於

林峯稱千語常到他家過夜，千語
說：「都好正常，我們都一起 5
年，沒有什麼避忌。」笑指她口吻
像是老夫老妻時，她說：「可能人
長大了，現在覺得不一定要常在一
起，互相支持已是最好的保持新鮮
感方法。」
與老公郭永淳同來的Miki，笑稱
老公在鏡頭前十分緊張，拍照時不
斷拍她背部。提到 Miki 的 5 個月大
BB，她稱覺得 BB 富有音樂細胞，
聽到結他聲會跟住用手打拍子，現
在則和老公商量到底教 BB 先講爸
爸或是媽媽，她本身好期待 BB 會
叫她媽媽先。提到邵氏女星秦萍，
即Miki老爺的弟婦日前離世，Miki
稱喪事有家人處理，她不便談論太
多，而且她也很少機會見到對方，
只在家庭大聚會上見過一、兩次，
覺得對方是個大美人。

■秋官綵排時唱了一段串燒歌。
惜功本運過去。」他並透露會
邀請側田做嘉賓。
說到其愛女鄭欣宜昨日現身
電台宣傳時，正式公佈新動向
成立個人新公司，秋官透露：
「她早有計劃，有跟我商量
過，她的理想是有自己公司，
製作路線方向上有主動權，細
路女有自己理想可以發揮是好
事，我以前就聽從公司安排去
做，慶幸遇上不少好歌。」

說到陳秋霞去年患上乳腺癌第
二期，現正在康復階段，秋官表
示：「不知道，我們未合作過，
其實每個人身體都有癌世胞，它
會在人身體虛弱時便走出來，所
以平日要關注健康，保持開
心。」他又提到因舌癌離逝的無
綫藝員廖麗麗：「我們便有合作
過， 她很健談為人親切，經常
有講有笑，又會教人跳舞，她都
是抗癌勇士。」

■ 李 玟
近期要節
食保持狀
態。

羅敏莊自爆錄節目攞着數

秋官食人參提氣 連跳8分鐘氣不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鄭少秋將於本月30日到澳
門舉行一場演唱會，昨日秋官
綵排時唱了一段串燒歌，其間
他扭籮擺腰，連續 8 分鐘又唱
又跳都毫不喘氣，狀態大勇。
秋官笑言：「剛才都有留力
唱，好犀利，要用陰力，扭籮
不是每個都得，男人扭得不好
會很女性化，所以要扭得勁。
演唱會裡共跳十隻舞，不會全
部都吃力的，有些主要擺出
『型格』味道，但若然放鬆做
則欠勁力，要提神提氣先型
仔。」秋官有吃人參提氣，他
說：「以前食冬蟲草，近來沒
食，改試食參，（有否食
「鞭」？）我高高瘦瘦已經似
鞭，不過是粗鞭，你們別想了
其他，形狀長都是鞭。」
之前秋官在港開騷，因太多
粉絲投訴買不到飛，這趟秋官
移師到澳門開騷，他表示：
「有心的粉絲可以來澳門捧
場，屆時會將香港所用舞台不

■ 克 勤自言在最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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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語下月赴內地拍劇

■ 吳千語

限額，「我希望拍一部特色溫馨愛情小
品，第一套不會好高騖遠，所以完成演唱
會後，會開始組織班底，自己會參與埋劇
本，女主角人選未去諗，自己就不想參與
演出， 最多都是做路人甲，（同太太一齊
客串？）她不會，不要玩啦，不關她事
的，這個導演夢想是送給自己的 50 歲生日
禮物。」
克勤自言在最尾一場「流馬尿」乃始料不
及，雖然已見過演唱會的燈海畫面，但又一
次重現時依然很感動，因與歌迷見證着大家
成長。說到其超級粉絲徐濠縈睇足五場，克
勤表示： 「我們一起共事過藝能，一早知
她很喜歡我的歌， 不過她當然喜歡陳奕迅
（Eason）的歌多些，這個不用問，（Eason演唱會 ，她都無來這麼多晚？）她可能
在台下，你們見不到， 總之他們好到不得
了。」

指妻不參與電影拍攝

李玟望申請紅館檔期開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
李玟（Coco）、吳千語和楊愛瑾
(Miki)等人昨晚出席皮革品牌宣傳
活動，正在做巡迴演唱的 Coco，
表示恨申請到紅館檔期，坦言每

■ 克勤一時忘詞即尷尬
伸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羅
敏莊（Mimi）與盧頌之（Dada）兩
位靚媽昨日一身性感打扮，為 ViuTV99 台全新實況娛樂節目《P 牌網
購團》錄影。平日有網購的 Mimi，
自爆利用公司資源，拿了一些在節目
中網購回來的廚房用品和露營帳幕回
家。說到她數口精，去街市買餸定慳
不少？她也不否認：「係呀，好多時
都唔使錢，都叫我攞返去畀陳禛
食。」
Dada 表示生 B 後因沒時間出街，
多了網購 BB 用品，又會師奶上身網
上格價。她謂趙勁皓早前網購一個練
腹肌的健身器材，當她貪好玩試用即
被制止，原來器材會漏電，呼籲上網
購物要小心。

■ 羅敏莊平
日有網購。

李彩華積極操弗
穿性感舞衣開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李彩
華（Rain）昨日宣佈 10 月 27 日舉行
一場《十月的雨演唱會2017》。穿上
演唱會海報中服飾的Rain，外加一件
白色魚網衫現身，她笑稱仍未到性感
極限，演出時的歌衫會更性感，所以
現在要勤做運動操弗身形。
入行以來首次舉行大型演唱會，
Rain 透露會唱自己的歌曲外，也會
唱別人的作品和詩歌，希望能引起
觀眾共鳴。笑問會否唱舊愛林峯的
歌曲時，她笑道：「應該不會，不
過歌單仍未確定，可以再度一
度 。 」 嘉 賓 方 面 ， Rain 也 大 賣 關
子，稱要保持神秘感才能帶給大家
驚喜。久未有推出新歌的 Rain 坦言
會唱舊歌為主，因她近年主力在內
地工作，很多新歌她都不會唱，而
且時下的歌唱比賽也愛將舊歌翻
唱，令不少舊歌再度走紅。本身不
愛做運動的 Rain，表示為了演唱會
也走入健身室訓練，目標不是要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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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馬甲線，主要做慢跑練氣，也慶
幸男友肯陪她一起健身。
提到 Rain 早前亮相《流行經典 50
年》，被網友笑稱「面目全非」，
她不介意道：「我的樣子仍是一
樣，證明他們都看完我的演出，都
算是一件好事，做藝人經常會改變
形象，我的形象是百變，這些事不
會放上心，總有人覺得你好或不
好，要學會放鬆，否則很容易患有
抑鬱症。」

祖兒想遊希臘賀入行18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容
祖兒、區海倫、袁鳳瑛、許靖韻及
陳明憙等，前晚到將軍澳無綫電視
城為薛家燕、黎小田、曹永廉及湯
寶如主持的《流行經典 50 年》擔任
嘉賓，身穿 Deep V 露臍透視裝的祖
兒，獲大會送上蛋糕，預祝她本月
29日入行18周年，令她大為驚喜。
祖兒表示為了媽咪上該節目，因
為媽媽很喜歡看這個節目，問她幾
時上節目。當晚除了唱出多首快歌
外，又特別選唱了兩首 15、16 歲參
加歌唱比賽唱的歌曲，一首是關淑
怡的《一首獨唱的歌》，歌曲為她
贏了比賽冠軍並取得歌手合約，而
另一首《你沒有好結果》則贏得冠
軍及金嗓子獎項，兩首歌對她來說
都很有紀念價值。問到入行 18 年有
什麼慶祝活動？祖兒表示之前舉行
的演唱會已很滿足，有時間的話她
想去希臘旅行，因當地的白色小屋
好靚。問到可想與男友劉浩龍到當
地浪漫一番？她笑說：「得㗎
啦！」

■ 祖兒獲
大會送上
蛋糕，預
祝入行 18
周年。
另一位嘉賓區海倫（Helen），曾
與李蕙敏組成二人女子組合 Echo，
婚後淡出樂壇，Helen 表示已十幾廿
年沒演出，對上一次是為慈善籌款
活動獻唱。她謂事前也有練歌，但
前一晚仍然緊張到到失眠。問到是
否仍有歌癮？她笑說：「有，但喺
浴室唱，有朋友鼓勵我出唱片，現
在個仔又長大，有多啲時間，我會
認真考慮吓，（重組 Echo？）唔好
喇，咁老仲重組，怕被人踩到爆，
咁大年紀搞呢啲，我冇草蜢咁犀
利，佢哋真係長青，冇老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