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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韓國女團CLC下周五即將襲
港，舉行由輝皇娛樂主辦的《CLC LIVE
SHOW IN HONG KONG 2018》，首度與
港迷見面！
上星期剛出席完韓國音樂節目的台北演唱
會回韓國的CLC成員，近日分別在社交平台
上大晒靚相，兼和粉絲互動。睿恩趁着到台灣
演出，特別抽空到台北101觀光，並透過自拍
感謝粉絲捧場；丞延和恩彬就齊齊分享女神自
拍，令一眾粉絲「心心眼」。而有真更透過短
片向粉絲送吻，其後左顧右盼怕被旁人發現，
害羞的樣子讓粉絲們直呼可愛。
此外，香港成員Elkie上載在後台的自拍照
為粉絲加油，並留言寫道：「和雨季一起找來
的鼻炎」，雖然身體抱恙，但仍然獲得粉絲大
讚漂亮。
CLC將於下周五攜見面會首度襲港，相信7
位成員正忙於準備，務求為港迷送上最精彩的
演出。粉絲們要現場近距離欣賞CLC的表
演，並一睹成員的個人魅力，就要記得捧場！

門票已經公開發售，票價分別為$980 及
$580。所有入場的粉絲除了可以參與擊掌會之
餘，持有$980門票的粉絲就有機會參與簽名
或獲得親筆簽名神秘禮物；而持有$580門票
的粉絲則有機會獲得親筆簽名海報。

下周襲港開見面會下周襲港開見面會

CLC晒「女神」自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楚貽）迪士尼·彼思人
氣動畫《超人特工隊》
續集將於暑假7月19日
爆笑回歸，楊千嬅、丁
子高首度夫妻檔上陣，
化身超能先生和彈弓女
俠！丁生、丁太平日要
兼顧繁忙的工作，同時
照顧家庭，十足電影中
的超能先生和彈弓女
俠。兩位早前就接受三

大湊B挑戰，互動中兩
位依然合作無間，是名
符其實的超能家長！
丁生、丁太於第一個

挑戰中要尋找瀨屎BB及
換片，兩人不停抱起BB
又「聞」又「索」，期
間丁生更對丁太笑言
「係咪你啊？」場面逗
趣。經過一輪仔細探索
後，丁太成功找到那位
BB，但不懂換片的丁生

卻在一旁驚呼「大鑊
喇！」由千嬅出馬，最
後成功完成挑戰。而在
第二關，丁生、丁太需
要勸服一眾破壞力驚人
的超能兒童收拾玩具，
兩位超能爸媽非常無
奈，最終只能舉手投
降。到了終極挑戰，兩
位施展渾身解數集合所
有超能BB大合照，最終
成功進行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王菀之（Ivana）昨日到電台宣傳
新歌《沉默的士高》，新歌MV亦
是由她操刀拍攝。第三次執導的
Ivana，坦言對她來說是個挑戰，
並形容拍攝陣容是電影級，因MV
的製作費好貴，是一般MV的幾倍
價錢，而整個MV拍了廿二小時，
又請了八位分別來自電影與舞台劇
的演員參與，包括梁祖堯、蝦頭
（楊詩敏）及湯駿業。Ivana坦言
都想透過拍此短片學習，將來可以
拍電影。
剛與老公去完意大利返港的Iva-

na表示，將於八月底於旺角麥花
臣場館舉行音樂會，
因同事指她好鍾意
去旅行，所以音樂
會主題都是與旅
行有關，就像旅
行音樂遊記與人
分享。問到可
會出遊記加
音樂？她笑
說：「現在
最 大 問
題 係 我
唔記得
咗舊電
話 密
碼，搵
唔返啲
相 出
嚟，裡面
有好多旅行
相，要徵求高
手幫忙，好
sad，冇咗一
半嘅旅行記
憶，唯有
再去過。」

香港文匯報訊 藝人李焯寧（Karen）適
逢今年將踏入38歲，她決定來一次大突
破，以超性感低胸吊帶裙示人，為代言公司
拍攝一輯造型照。Karen說︰「都去到呢個
歲數冇咩好怕，而且輯相出嚟都好健康，除
咗演戲要挑戰唔同角色外，做代言都需要挑
戰一下自己嘅性感尺度。」對於今次以6位
數作代言的她表示好滿意今次的酬勞，又讚
代言的公司不只有美容療程，還有醫療服
務，認真賣口乖呀！

此外，Karen自爆家人有癌症，坦言為
了照顧患病的家人，已搬離位於小西灣複
式單位，努力四出商演兼頻頻北上𢱑 真
銀。
談到自從去年她飾演《使徒2》做臥底
「梁斯敏」一角之後，令她一洗「宮女」形
象，現時已收到不少的劇本邀請演出，她表
示︰「好開心！始終入咗行咁多年，終於被
人賞識，所以就算戲份唔多，但可以發揮到
我都會感到心意滿足喇！」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劉悅）陳
柏宇（Jason）日前攜手衛蘭（Jan-
ice）假灣仔會展舉行「網上行夢想系
MOOV LIVE：陳柏宇×衛蘭」音
樂會。除了演唱自己的作品，二人
還互唱對方金曲。Janice 先演繹

《親愛的仇人》，更問Jason她唱得如
何，令Janson 也忍不住笑說：「怎會
不好？」而後Jason翻唱Janice的《就
算世界無童話》，他笑稱記歌詞時有
一刻「淆底」，幸好演出順利。二人
又笑說出道十多年，直到今年年初才
有機會首次合作演出。
在「追夢」環節，Janice 突然感

性，說追夢有風險，未必人人都能做
到，但就希望大家都能珍惜追夢的過

程。而Jason藉此向即將出世的BB表
白，希望將愛傳遞給BB。
音樂會結束後，二人接受訪問，都

表示鬆一口氣，但就覺得今次「好好
玩」，又互讚對方好多好歌。Jason也
笑說太太符曉薇有專程來捧場，不過
就是來捧Janice 場，但他沒有妒忌，
反而擔心大着肚的太太有否記得戴腰
封，令腰不用太受力。

輝皇娛樂現送出「CLC香港見
面會」門票 4張予《香港文匯
報》讀者，有興趣的朋友請剪下
印花，信內並請付上寫有姓名、
個人電話的資料以供聯絡，信封
上註明「CLC 香港見面會門
票」，寄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
號興偉中心 3樓─《香港文匯
報》娛樂版收，數量有限，先到
先得，送完即止。

印
花

李焯寧收6位數性感代言

王菀之
新歌MV有如電影級

楊千嬅丁子高挑戰湊B任務

陳柏宇衛蘭互唱金曲

北漂北漂1313年年 為家庭回流很開心為家庭回流很開心

譚俊彥譚俊彥：：狄龍個仔狄龍個仔
也靠自己打拚也靠自己打拚

誰說做星二代有着數？像狄龍兒子

譚俊彥（Shaun）在娛樂圈發展十多

年，一直沒有靠父蔭，自己默默工

作。最近才憑古裝新劇《天命》而讓

香港人熟悉。譚俊彥在內地發展超過

十年，3年前為了女兒出世，令女兒

有更好的成長環境，寧願放棄賺人民

幣，正式留港發展。採訪、攝影：植毅儀

古裝新劇《天命》找來譚俊彥做嘉慶
帝，對於這個新面孔，香港觀眾對

其演技褒貶不一。談到網民的評論，Shaun
自言自知不足，會接受大家的意見。兩年前首
度簽約無綫拍劇做「親生仔」，處男作《天

命》已播出，緊接下一個檔期的《特
技人》又是他做男一，還沒計已
拍畢的《包青天再起風雲》。連
記者都忍不住讚他機會多，好多
在TVB捱了十年的「親生仔」都

未必有此機會。
「觀眾對我在《天
命》的演技有讚
有彈，有些
人覺得我演
得誇張，
我條眉一
用 力 就
會 好 猙
獰 。 觀

眾意見我有睇，也會聽。太太（任祉妍）也是演
員，也會畀意見我。拍《天命》中飾演嘉慶
帝，其實好戲要做。你要明白，當時的嘉慶帝
做了四年廢帝，又面對和珅呢個大貪官，所以
佢內心好壓抑，好想證明自己係做到嘢，演繹
嘉慶帝嗰種壓抑的感情戲係最難。但係展鵬
（陳展鵬）演的和珅真係一個好好的對手，展鵬
好有做好電視圈、為電視圈出力的那團火。」

陪伴家人放第一位
無綫小生花旦紛紛離巢，不少更是北上拍劇或
參與綜藝節目，不過亦有人放棄北漂回流香港，
說的是狄龍兒子譚俊彥，38歲的他在內地發展
13年後回流香港，加入TVB兩年。當初回流香
港，為的是陪當時剛出世的女兒譚晴成長，更沒
拍劇近一年。去年兒子譚杺出世，Shaun劇接劇
忙爆，現在回想起，Shaun都覺得少了時間陪家
人。
「大女出世，我停咗工近十個月去陪伴佢成

長，所以個女好黐我，現在如果我返特早班，我

放工時就會煮早餐畀屋企人食，因為個女由細到
大都食我煮嘅嘢。送女兒上學，等個女食完去返
學，我就去瞓覺。在TVB人工係未必比在內地
人工好，但我養得起兩個細路就OK。而且我有
做電影配音，也是我的收入來源之一。反而是兒
子出世期間，我忙於拍《特技人》，當時公公唔
舒服，入咗醫院，我要照顧佢，同時我太太又就
嚟生。記得兒子出世，我早上收電話趕去醫院睇
個仔，下午即收到另一個電話話公公去咗。當時
完全唔敢話畀太太知，怕佢接受不來。回到
TVB廠，大家仲恭喜我生咗個仔，當時我都唔
知畀咩反應好。你以為這些情節只出現在戲劇世
界，但又確實在現實中發生緊。」

做人「三觀」要正
21歲開始涉足熒屏，爸爸起初反對得很，但

由於外婆、外公、媽媽都贊成，作為父親的狄龍
也只好默許兒子演戲。譚俊彥出道後，自2000
年加入爾冬陞旗下入行，拍過梅艷芳主演的《慌
心假期》，之後亦拍過《男人四十》、《少年阿

虎》等電影。03年譚俊彥轉戰
內地，拍林峯主演的古裝劇《陸
小鳳與花滿樓》，飾演劍癡西門吹
雪而為內地人熟悉。身為「狄龍個
仔」，Shaun自言沒有着數，這麼多
年都是靠自己在這行打拚。
「大家畀面就叫聲爸爸做『狄龍大

哥』，但唔會因為爸爸的關係而畀工作、
角色我，我要靠自己，沒任何着數。不過
從小爸爸教我做人『三觀』（人生觀、世界
觀、價值觀）要正，所以一些太負面的角色
我都唔會接。回來香港發展後，同爸爸媽媽
的關係比以往親密了。個女3歲，哄得爺
爺、奶奶好開心，不時去接佢放學，天倫
樂。但有時我都被佢哋激死，去湊孫好多時
畀糖佢食，知道我唔鍾意，仲教我個女唔好
同我講食咗糖。太太現在以照顧小朋友為
主，暫時沒打算復出拍戲。以前經歷過豪
買豪用的日子，現在一家人夠食、夠住，
開開心心就得。」

■恩彬分
享女神自
拍。

■睿恩特別抽空到台北101觀光。

■■ElkieElkie 上載在上載在
後台的自拍照為後台的自拍照為
粉絲加油粉絲加油。。

■■譚俊彥為家庭正式留港發展譚俊彥為家庭正式留港發展。。

■■譚俊彥將家人放譚俊彥將家人放
第一位第一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譚俊彥盡量抽時譚俊彥盡量抽時
間跟子女玩樂間跟子女玩樂。。

■■狄龍一見狄龍一見
孫女即喜上孫女即喜上
眉稍眉稍。。

■千嬅幫 BB
換片無難度。

■丁氏夫婦施展渾身解數
集合所有BB大合照。

■王菀之

■■李焯寧挑李焯寧挑
戰自己的性戰自己的性
感尺度感尺度。。

■■陳柏宇陳柏宇 ■■衛蘭衛蘭

■■《《天命天命》》中中，，譚俊彥飾演嘉慶帝譚俊彥飾演嘉慶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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