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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許冠傑（阿Sam）與譚詠
麟（阿Tam）昨日為8月舉行
的演唱會進行排練，阿Sam拿
着結他彈奏，跟阿Tam合唱了
《最喜歡你》和《天邊一隻
雁》，阿Tam笑言阿Sam就最
喜歡他這一首歌。
接受訪問時，阿Tam識趣地
為阿Sam按摩還笑說：「你的
肩膊有點硬硬地，是否做gym
太多呢？」問到二人排練的情
況？阿Tam笑指像踢足球一樣
順利，阿Sam則表示昨日才是
他第一日排練，阿Tam指樂隊
已經排了幾日，辛苦的事情就
要他來監工。今次演唱會選歌
方面，阿Tam透露只會有幾首
跟上次相同：「Sam哥開倉，
有如潮水般湧現！」

叫梁漢文碌柚葉捽身
談到近日世界盃賽事進行得
如火如荼，阿Tam坦言睇波有
影響排練，畢竟四年一次，當
然會以波為先，日內他更會再

飛俄羅斯看總決賽和季軍賽。
至於阿Sam都有睇波，阿Tam
笑阿Sam應該不睇靚仔純粹睇
波，阿Sam笑着表示自己沒特
別捧哪一隊，總之踢得好就
看，不過以前特別喜歡巴西
隊。阿Tam又誇口說八強中他
猜中六強，餘下若英格蘭和瑞
士都入圍，他就八強全猜中。
記者笑他是不是明燈指引？他
哈哈笑說：「明燈等其他人
做，好多會自動飛出來啦！」
而他亦指日本隊雖八強止步，
但日本隊也算踢得好，為亞洲
球隊爭一口氣，是雖敗猶榮！
問他會否去酒吧睇波？阿Tam
笑謂：「有在家看也在朋友家
看，但要是去酒吧就變成大家
看我了！」問到有否慰問去卡
拉OK睇波撞傷額頭的梁漢
文？阿Tam說：「之前一齊踢
波時都見他腳軟軟，他還說踢
多幾次就可以，沒料到他竟然
就撞崩頭，認真不小心，都要
用碌柚葉捽身！」待8月完成
香港站演出，阿Sam與阿Tam

會繼續海外巡迴約20場演出，
地點有美加、星馬及澳洲等，
阿Tam笑言這一年將會與阿
Sam的家庭融為一體，阿Sam
點頭笑說：「變成一家人
了！」阿Tam亦指今
年經常出埠工作
及旅行，已
經做了空
中 飛
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傅穎與樂
隊 Supper Moment 昨日拍攝服裝品牌廣
告，傅穎近年都要往返內地工作，最近就接
拍了一部內地劇集，以京、港愛情為故事骨
幹，她演男女主角的閨蜜要充當和事佬，劇
中亦會跟馬德鐘、許紹雄及梁小冰等合作。
對於兩地情緣，傅穎自言是現實版的寫照，
劇中有開心結局，但她卻沒有，目前正單
身，亦沒了想拍拖的衝動，她笑指可能跟年
紀漸大有關。談及吳雨霏（Kary）已為人

母，傅穎笑言跟她年紀相若
的都已經結婚生仔，自己卻
沒特別想談戀愛，唯有相
信時機到來。
Supper Moment近期接
下多個廣告，11月又

開演唱會，實在
鴻運當頭，各成
員笑指回顧今
年的確有一點
運，不似以往
般黑仔。近來
好事多，要是
演唱會飛早日
售罄就最值得
高興，最好能
獲樓盤、飛機
廣告垂青，客
戶可以送機票
就可以完成世
界巡迴演唱的
夢了。

香港文匯報訊 蔡卓妍（阿
Sa）最近為護理品牌拍洗髮露廣
告。拍攝當天，工作連續進行10小
時，但阿Sa仍活力十足，不時與男
演員對稿，與工作人員全程有講有
笑，又與導演劉翁討論拍攝效果，但
仍未有絲毫疲態，表現極
度專業。當導演要求演出
一種「夠薑」的感覺時，
阿Sa不消半秒便能隨即做
出各種活力的姿態，演出
最真實的自己！
阿Sa又提及一直都特
別重視頭髮的健康，
喜歡頭髮清爽的感
覺，即使通宵工作
至翌日有多疲
累，都堅持
要先洗

頭再休息。阿Sa分享說：「曾經
試過零度氣溫我都堅持要洗頭，當
時窗外飄着雪，水溫又唔夠暖，我一
邊洗頭一邊凍到不停狂流鼻水。」她
笑言即使天氣幾凍都會堅持要洗頭，再
凍她或許身上貼滿暖包地洗頭。

阿Sa又教路指健康頭髮最
能展現女人味，她說：「頭
髮長短、顏色同髮型嘅喜愛
都各有不同，但最重要係擁
有健康頭髮，只要頭髮又靚
又健康，女人們不經意撥
一撥劉海，都已經好有魅
力，好能夠展現女人
味！」俏皮的阿Sa隨
即示範撥弄頭髮，擺
出多個趣味可愛
的表情。

香港文匯報訊 昆凌早前跟狄維莊遜
（Dwayne Johnson）主演荷里活動作片
《高凶浩劫》，該片前晚在北京舉行宣傳
活動，狄維莊遜與昆凌出席，而昆凌老公

周杰倫都有「愛相隨」
現身，三人更合照留
念。之後，周杰倫在Ins-
tagram晒出和昆凌、狄維
莊遜的合照，感謝狄維莊遜
在電影中照顧昆凌，並寫下：
「很高興和你談音樂」。照片
中，見周杰倫、昆凌一左一右的站
在狄維莊遜兩邊，面對當日身穿黑色
低胸上衣的昆凌，狄維莊遜不敢斜視之
餘，更「紳士手」上場，見其手腕只輕靠
昆凌、手掌騰空，完全沒有掂到女方。

阿Sa教路
撥髮顯女人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商台廣播劇《十八樓 C
座》今年踏入50周年，昨日特
意邀得與《十八樓C座》一眾
角色包括周老闆、拉表叔、三
姑、祥嫂、鐸叔等登上電車宣
傳，並向街坊大派冰凍咖啡，
一同慶祝50歲生日。
拉表叔透露將會送出50周年

紀念郵票，內容是一些香港地
標和商台歷史，同時請來唐文
龍和林建明（大姐明）客串，暑
假期間將邀請多位資深藝人參
與，分別有葉麗儀、陳潔靈、
羅霖、鍾志光，陳志雲等。
大姐明和唐文龍被邀出席活

動感到榮幸，唐表示在香港長

大的人都有這把聲音陪伴住，
大姐明自言是這節目「鐵
粉」，她表示曾經都客串過，
當時編劇用手寫稿給她，因看
不清楚內容而影響表現，如再
有機會做便要做得更好。
唐文龍被問到與楊柳青的緋

聞，他表示：「現在發展得好
正常，都是朋友，因我們合作
《詠春12手》節目，所以叫佢
上去，有出來食過飯和飲咖
啡，都是朋友，並非拍拖，詠
春階段就發展得好好。（有否
追佢？）覺得佢幾好，大家純
粹朋友關係，做好正經事先，
（不排除有發展機會？）天下
間只要是女性都唔排除。」

認睇世界盃影響排練

譚詠麟成功猜中六強

旁企周杰倫不敢碰昆凌？

狄維莊遜出動「紳士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
植）譚俊彥、陳山聰、黃智
雯、楊秀惠、林嘉華、江欣燕等
藝人昨日在TVB為新劇《十八年

後的殺人告白》舉行拜神儀式。
譚俊彥指該套新劇是兩年內的第四套

劇，而他為了配合角色，最近幾乎早晚
共跑10公里操弗減磅，他表示新角色做

盡壞事，每日都是一副「殺人樣」，返
到屋企後，老婆都問他可否開心點，還
成為「廳長」瞓廳。
觀眾對他在《天命》的演技有讚有

彈，故特意要求太太陪他開工，提點他
演戲。譚俊彥說：「我要求太太多點陪
伴我開工，太太係我演技顧問，亦係我
最信任嘅人，會同我講真話。」

傅穎無拍拖衝動

唐文龍讚楊柳青幾好

譚俊彥自爆做「廳長」

■狄維莊
遜與周杰
倫夫婦合
照。
網上圖片

■蔡卓妍

■■阿阿TamTam識趣地為阿識趣地為阿SamSam按摩按摩。。■■阿阿Sam(Sam(左左))與阿與阿TamTam為下月舉行的演唱會進行排練為下月舉行的演唱會進行排練。。

■梁漢文日前去卡拉OK睇波
撞傷額頭。 網上圖片

■■《《十八年後的殺人告白十八年後的殺人告白》》舉行拜神儀式舉行拜神儀式。。

■■唐文龍和大姐明客串唐文龍和大姐明客串《《十八樓十八樓CC座座》。》。

■傅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潮媽」陳慧琳

（Kelly）將於本月 25日假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行

「MOOV LIVE陳慧琳Music Stage」音樂會，Kel-

ly大爆大仔「蝦餃仔」劉昇經常偷拍其練舞及家居

照，Kelly警告囝囝不要胡亂把媽咪這一面放上網，

搞笑的Kelly更自言要教識囝囝把媽咪

的臉打格仔遮樣，以防萬一。

陳慧琳透露音樂會上會獻唱首
張數碼 EP 新歌和部分舊

歌，為了配合歌曲意境更將換上
三套衫，她表示：「其中一首
《打字機》是復古歌，服裝上沒
理由太現代化。」問到現正開始放
暑假的囝囝會否來捧場，Kelly扁着
嘴說：「佢哋來我就慘，已經好忙，
睇下點先，佢哋未知我開騷，都會問
一下，兩個仔放暑假喺屋企，經常敲
門找我，打斷我練歌。完成音樂會
後，便會一家出國旅行，暫定去美國
或英國。」
Kelly說到9歲的劉昇很喜歡偷拍媽咪

在家練舞和睇電視，她笑說：「我叫佢千
萬不要放上網，否則便殺咗佢，因我在家着
住歌衫跳舞，人家看了以為我精神分裂，現在
佢哋的手機沒有網絡上網，遲些便控制不到，

到時可能要在家中戴太陽眼鏡和化妝set頭，所以
第一件事要教佢打格仔，在媽咪臉上打格仔。
（會否打錯在下身位置？）咁仲衰過打喺臉，哈
哈。」

揭大仔暗戀失敗
快踏入青春期的劉昇，已跟Kelly談到男女關

係：「佢會講喜歡的女仔，覺得好女仔難搵，又
話女仔易搵男朋友，男仔難搵女朋友，佢每年都
有一個心儀對象，幾靚㗎，但人家不睬佢，所以
學期尾就拜拜。」
Kelly忙於排練，老公便要多陪囝囝，不過老公

都有出外一兩次和朋友飲酒睇世界盃，Kelly指老
公只是淺嚐杯中物，純粹出去感受下熱鬧氣氛，
因老公最心儀是籃球和網球，問她有否陪老公一
齊睇波？Kelly直率說：「我睇個仔踢波仲好。」
而兩個囝囝最愛是打乒乓波，Kelly笑言：「我們
一家都是斯文派，較有藝術feel。」

囝囝愛偷拍囝囝愛偷拍 憂家居照廣傳憂家居照廣傳

KellyKelly
要教兒打格仔遮樣

■■劉昇劉昇((左左))愛偷拍愛偷拍，，搞到搞到KellyKelly好好「「頭痕頭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KellyKelly與主辦方舉杯預祝音樂會順利舉行
與主辦方舉杯預祝音樂會順利舉行。。

■音樂會上，
Kelly將會獻唱部
分舊歌。

■■KellyKelly透露忙於透露忙於
排練排練，，老公便要老公便要
多陪囝囝多陪囝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