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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全球矚目世界盃賽事進
行得如火如荼，譚詠麟與明星足球隊部分藝人於日內拉隊
到俄羅斯欣賞決賽，而囝囝曉風因身在外地有工作在身未
能同行，父子二人會透過短訊分享觀後感，阿倫更大爆囝
囝隔代遺傳，有踢足球細胞，而向來力撐英格蘭的克勤，
自嘲是「明燈」，不敢親到現場，選擇在電視機前收看賽
事，笑言要行遠一點觀賽，期望英格蘭捧盃。

阿倫爆囝囝有踢波細胞

克勤自嘲 明 燈
遙捧英格蘭
譚詠麟和李克勤、澳門小姐麥嘉
欣、顧紀筠昨日出席澳門餐廳

開幕禮，阿倫透露將於13號帶隊到俄
羅斯觀看世界盃決賽，隨隊有明星足
球隊一班藝人。在旁的克勤笑言：
「我不會同行，因我是明燈，去過現
場睇幾次英格蘭都輸，今次唔去希望
會得，而且去的話好大陣仗，要帶埋
小朋友和老人家，唔想太勞師動
眾。」自稱是明燈的克勤，會否連電
視播映球賽都不看，他緊張地說：
「會睇，我行遠一點睇，希望今年英
格蘭會贏。」
問到阿倫是否一家大細去觀戰，他
笑笑口說：「我一個人去，阿仔要工
作會睇電視。(同囝囝捧同一隊球
隊？)佢唔喺香港，無問過佢，不過有
時會傳短訊講賽事好睇。(囝囝有踢波

細胞？)有，隔代遺傳。」阿倫表示早
期已經話睇好比利時和法國隊，但兩
隊走在同一線決賽，今次英格蘭好爭
氣，英格蘭着數在俄羅斯打殘了克羅
地亞，入到準決賽時傷的傷、停賽的
也停賽。克勤忍不住說：「英格蘭好
有運，好波不如好運。」
阿倫和克勤無份投資這間餐廳，但
兩人早已合份搞雲吞麵店，阿倫笑
說：「大家在這裡未吃飽，便可以到
對面吃雲吞麵。」至於會否再合作投
資，兩人異口同聲說：「遲些再算，
雲吞麵店上市才是終極目標。」

克勤踢波拉傷腰部
克勤早前不慎拉傷腰部，他透露：
「已經完全康復，瞓足 4 日床、又做
物理治療，已經無事，行動自如。」

阿倫笑說：「都叫你唔好做高難度動
作。」克勤反問：「你講踢波？我無
做倒掛金鈎，出事當日剛巧跟梁漢文
踢完同一場波，他撞傷頭，我就整傷
腰。」

麥嘉欣不太接受親熱戲
澳姐麥嘉欣於八月便卸任，她表
示：「期待見到新一屆佳麗，會視
對方妹妹看待」現時她正忙着籌備
兩首新歌 MV，稍後有可能接拍香港
電影，首次接拍電影的她透露：
「新片角色和本身性格截然不同，
會較粗魯和型格。(接受拍親熱戲
嗎？)太親熱接受不來，這部戲亦無
須親熱。(有否新男友？)工作忙到無
時停，經常四圍飛，這個暑假相當
充實。」

■澳門小姐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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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友為記錄友情
拍《兄弟班》

MONSTA X廣東話冧港歌迷

■MONSTA X同粉絲打招呼
X 同粉絲打招呼。
。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劉悅、于靜媛）韓國人氣 Hip-hop男團
MONSTA X 今晚在九展舉辦世界巡演香港站，為與香港 MONBEE（MONSTA X 的粉絲名）更多接觸，七名團體成員昨晚親臨
荷里活廣場出席見面會，現場粉絲尖叫不斷，直叫基賢（KIHYUN）感嘆「論熱情，香港粉絲排第一。」
七子初登場，輪流以廣東話向現場觀眾打招呼。成員 I.M 表示七
子有特地為香港粉絲學講廣東話，更有準備精彩舞台節目，希望香
港粉絲能享受今晚的表演。
民赫（MINHYUK）更透露巡演結束後將會籌備新專輯，明年
會與香港粉絲再見面。
七子更即時場回答主辦方事先收集的粉絲與傳媒提問。隊長
SHOWNU 指周憲（JOOHEON）是出道以來變化最大的成員，出
道時走可愛路線，如今變成了一個有魅力的男人。談及最想介紹給
妹妹的隊友，民赫表示最想將 I.M 介紹給妹妹，因為 I.M 的聲音甜
美，且相信他願意一路支持陪伴妹妹。而元虎（WONHO）說自
己最想擁有的超能力是瞬間移動，如此便可隨時由韓國來到香港，
與香港粉絲見面。

■陳一奇總裁送上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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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哥 同阿田親熱戲點到即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鐘楚貽）以樂壇傳奇「溫拿樂隊」的奮鬥
故事為藍本的熱血青春喜劇《兄弟班》，前天在廣州舉行首映禮，
銀都機構總裁陳一奇，導演陳友，監製禤嘉珍，「溫拿五虎」譚詠
麟、鐘鎮濤、陳友、彭健新、葉智強以及飾演「小溫拿」的陳家
樂、于湉、王梓軒和鄧加樂悉數亮相。
導演陳友分享他的拍攝初衷是將自己與兄弟們的友情故事記錄下
來。他認為：「其實我們的故事和現在的年輕人都差不多，也希望
這部電影可以給大家帶來一些啟示」。之後他們與現場觀眾玩起了
「湯匙傳球」遊戲，兩隊手持「Winners」牌合影，現場一度引發
氣氛高潮。現場粉絲送上貼心禮物，真情告白令人動容。陳一奇總
裁送上錦旗，陳家樂、于湉、王梓軒和鄧加樂送上蛋糕，祝願溫拿
精神千載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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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吳業坤(坤哥)、王灝兒
(JW)、鄭欣宜及許廷鏗昨日以「超級榮譽太陽使者」身份出
席港台活動，為即將放榜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考生打
氣。坤哥表示當年會考有 11 分，因中文科唔合格，而中文
作文更拿 U，結果用了一年重讀中文，結果中文拿到 C，而
作文更拿到5星，他笑說：「所以人一世都好運，會用過往
經歷同學生分享。」
提到他將與前輩田蕊妮（阿田）合唱浪漫抒情歌，他
指歌名叫《大女人主義》，是填詞人黃偉文
（Wyman）為阿田度身訂做的，歌詞講姊弟戀，他很
多謝阿田與他合唱。問到他是否鍾意成熟型的女生？
坤哥抵死地說：「思想要成熟、肉體上唔成熟都得、
年齡要成年合法！我已經諗緊 MV 點拍。(有冇親熱
戲？)點到即止，諗緊咀唔咀，希望佢老公唔好話
我。」

JW認為分數不是最重要

另外，JW 表示當年會考等放榜前並沒有太擔心，因
為已盡力，相信無論成績如何都會找到出路，結果成績
可以留在原校升讀中六，但她想像家姐一樣到英國升
學，於是選擇了讀國際學校，這樣銜接會較好。她又認為
分數不是最重要：「好多叻人成績都唔係好，有些人成績好
但唔識同人溝通，所以讀書並非一切，不過書一定要讀。」
她亦認為香港競爭風氣很大，較在外地讀書辛苦，加上很多
方面亦令人易有壓力，但她不會因此而怕了生小朋友，都會
讓小朋友入讀本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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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林奕匡
(Phil)近日忙着宣傳新歌《一世同學》，
早前他在網上以「失敗之道分享會」為
題邀請大家講失敗經歷，他覺得多數講
成功之道，着實成功人仕佔很少數，相
信每個人都經歷過失敗。Phil 人生中難
免遇過挫折，最深刻是要讓父母自己擔
心自己：「不能說搵不到錢，但就令已
退休的父母擔心，記得爸爸急病入院兩
次，他們怕我擔心，最後一次入院時沒
有告訴我。那時反問自己在香港是否浪
費時間。總不能陪伴在他們身邊，這算
是我十年來感覺最失敗的一次。」
Phil 總算捱出頭，現時他經常叫父母
周遊列國，又叫他們換掉舊車，希望他
們可以完全享受退休生活。Phil又指老
婆對於這個「失敗」的分享大感興
趣：「太太已準備分享讀書時
有一年成績退步經驗，將失
敗一面告訴大家。」

■林奕匡

RubberBand 為選歌而頭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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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國賢首同吳浩康拍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周國賢、吳浩
康（Deep）、夏韶聲、駱振偉及岑樂怡等昨日
出席 ViuTV 全新科幻懸疑劇集《REBOOT》
的拜神儀式。
劇中周國賢飾演警員，而一身老翻打扮的
Deep 則演古惑仔，更被周國賢誤會是強姦犯，
他笑說：「佢纏繞咗我半年，真係嬲呀，呢個
差佬好有誠意但癡線。 」二人又透露於劇中不
乏動作戲，還有超能力，Deep 說：「開工幾日

林奕匡
讓父母擔心自覺失敗

已好好玩，我們擁有超能力，我跑得快過飛
機，周國賢就可以同物件通靈。」
周國賢表示第一次同Deep合作，大家都是同
期樂壇新人，但在音樂上就未曾合作，所以都
有趁今次拍攝未埋位的空檔一齊 Jam 歌。說到
周國賢已婚兼做了爸爸，Deep 仍然單身，他慨
嘆說：「等我慢慢搵個啱的人，尋覓中。」再
次為 ViuTV 拍劇的夏韶聲，劇中飾演科學家陳
教授，劇情同UFO有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樂隊 RubberBand 昨日到電
台宣傳於 9 月 26 日舉行的演唱會，當日亦是其新碟《Hours》
推出的日子，也會在演出場外發售，其中百多張唱片特別「加
料」，送出各成員自拍寫真的特別版。
至於昨日亦是個唱售票日子，之前預售8分鐘即沽清，四子表示
這就可以大條道理
加場，但也要看反
應，他們暫時沒刻
意安排。
現四子要先從
百幾首歌選出心
水歌，已感覺很
頭痛，希望到時
能跟粉絲一起大
合唱。而個唱亦
想好出售香茅、
蔗糖等各自代表
味道的手工啤，
實行做「味覺樂
隊」，且他們一
定要嚴守後台，
不會像上次個唱
時被人潛入後台
■RubberBand
偷酒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