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成紅館騷完成紅館騷 預告離港慶牛一預告離港慶牛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兩位「歌神」譚詠麟（阿倫）及許冠傑

（Sam）前晚在紅館完成一連11場「阿Sam & 阿Tam Happy Together 演

唱會」Part II，兩人正好在年底展開巡唱前先來慶生，本月23日壽辰的阿

倫預告會離港慶祝。對於是否去探望愛兒曉風，阿倫神秘保密，笑言就算最

尊敬的阿sam問他，一樣會呃住對方，果然護子心切！

尾場吸引不少圈中人捧場，有陳百祥和太太黃杏
秀、蔡一智、郭藹明、梁漢文、王家衛、許廷

鏗等，Sam的太太更在台邊睇騷和幫老公影相，全
晚觀眾氣氛澎湃，不停拍動棒棒和尖叫，阿倫和
Sam兩個金嗓子歌聲繞樑，為歌迷帶來開心一夜！
不少歌迷準備了利是和禮物，為阿倫提早慶祝8
月23日生日，阿倫更在台上分享香港人長壽之道：
「根據正式統計，長壽的方法排第10位是要開心，
排第一就是唱歌和聽歌，不要經常坐着，你哋想長
壽嗎？想就一齊唱歌，我哋會為大家效勞，唱多幾
十年，大家就會長壽。」歌迷聞言紛紛站起來又唱
又跳，至近晚上11時40分便正式完騷。

阿倫幫阿Sam湊孫
阿倫和Sam完騷後到後台舉杯祝酒，問到他們
會否不捨得，阿倫謂：「Part I同Part II都做了，
唔捨得也沒法子，12月都會開始做巡唱，先去新
加坡、內地，美加就要視乎檔期，仍在斟談
中。」問到Sam不停巡演，支持得來嗎？他輕鬆
說：「唔緊要，已經習慣。」阿倫笑指兩人已合
為一體，如同屋企人，自爆幫阿Sam湊孫：「好
好搣，好重手。」不過阿Sam仍未見過阿倫的兒
子，阿倫解釋：「佢留喺外地工作，如果返來一

定去拜候你先。」Sam只看過曉風的照
片，未見到廬山真面目，但亦大讚曉

風靚仔，阿倫沾沾自喜笑

道：「落好重料㗎。」

阿Sam妻影相留念
狀態甚佳的Sam，是否要為巡演一直節食

修身？他謂：「唔緊要，可以吃東西。」
Sam去年9月生日獲阿倫請吃牛扒，阿倫笑
說：「今年佢喜歡吃什麼都可以，肯來就
得。」至於阿倫23號生日，他表示：「今年
生日不在港，（去探兒子？）多謝關心，我
開始放假，可以亂吃一餐。」記者說笑叫阿
Sam問阿倫去哪裡慶生，阿倫即鬼馬向着
阿Sam說：「我連你都呃住先。」
阿Sam老婆在台邊幫老公影相，

Sam笑笑口說：「佢鍾意
影來留念。」阿倫笑
說：「阿Sam太太好客
氣，驚我做完騷瘦得
滯，送了很大籃名牌
朱古力給我，有
幾百粒，我派
給工作人員分
享，她提我
都要自己吃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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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孫耀威、關楚耀與胡
諾言前晚參與《美女廚房》節目錄影，孫耀威笑言已很
久沒見過一堆女仔，被她們包圍有種飄飄然的感覺，而
且更是拿正牌奉旨目及女，為藝術犧牲。孫耀威表示太太
陳美詩不介意他看女仔，相反她也會看小鮮肉，不過二
人對美女和小鮮肉的品味就不同，笑道：「我喜歡膚色
黑、運動型短髮女生，但太太屬於皮膚白皙和長頭髮，
而太太就喜歡單眼皮男生，我反而是雙眼皮，真是人算
不如天算，所以我們是錯配。」至於上節目前有否吃胃
藥打底，老孫笑言同事提醒他也不信，但知道前幾集的
結果就開始驚，笑道：「生死有命，不過我免疫力強
勁，因為家中都有個地獄廚神，太太平時煎牛扒會煎到
十五成熟，煎豬扒就煎到中間還有粉紅色未熟，還以為
是很靚的黑毛豬。」
關楚耀和胡諾言就稱已吃東西打底，笑稱有什麼不

妥就當作清腸胃，節目內會以看靚女為先，關楚耀說：
「我問過製作單位，遇到難食的，要不要錫住女嘉賓不
嘔，他們說不用，直接說出來就行。」關楚耀坦言上節
目是圓自己一個心願，因為讀書時代已追看第一輯，想
不到自己有
機 會 上 節
目。胡諾言
就稱與三位
主持熟絡，
但平時都是
拍劇為主，
難得今次節
目中可以暢
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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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傅嘉莉與主持岑杏賢
昨日於美食博覽展廚藝，二人之前在《美女廚房》曾同
場比試，傅嘉莉表示當日都是多得拍檔沈卓盈才能勝
出，現總分排在第二位，希望能夠保持這成績進入到決
賽，她指自己煮中餐較拿手，焗雞、煎魚、煲湯也難不
倒她，希望到時遇到合適的神秘食材可以再展廚藝。
傅嘉莉主演的新劇《特技人》反應不俗，她指之前有
打沙灘排球、槍戰場面，即將就播她打拳，提到關楚耀
讚她跟朱晨麗好搏肯親身上陣不用替身，傅嘉莉說：
「現實中真的很少女特技人，而我都想挑戰自己，可以
的都自己去嘗試！」問到收視好會如何慶祝？她笑謂：
「就由關楚耀和胡諾言再裸跑，可以加埋譚俊彥！」
岑杏賢在《美女廚房》與朱千雪合作煮第一道菜拿了
滿分，是因為煮她較拿手的西餐，她指在外國讀大學時
都是自己煮飯，吃剩會留下第二天再吃，主要是大學學

費高昂開支又大，漸
漸形成自己做了「慳
妹」。而她最拿手其
實是整低糖曲奇，之
前曾為朱千雪做過一
百件曲奇。記者笑她
入得廚房又慳家一定
好易養？岑杏賢笑
說：「我現沒拖拍，
未來的一個覺得好就
好了，我也不會刻意
去給大家知道，要是
欣賞我的人，相信自
然會到來的！」

傅嘉莉煮中餐拿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友

達）日本人氣樂隊 RAD-
WIMPS第三度訪港，前晚假
九展舉行演唱會，吸引大批
歌迷捧場。演唱會準時8時
開始，他們以《AADAA-
KOODAA》揭開演唱會序
幕 ， 帶 來 《One Man
Live》、《遠戀》等多首大
熱作曲。
其間，低音結他手武田祐

介大騷廣東話：「大家好！
你哋好嗎？我係武田，我愛
你哋。」主音野田洋次郎就
感謝歌迷捧場，並三度來看
他們演出，大讚歌迷勁，
「你們的熱情令我好像回到
家般舒服。」結他手桑原彰
也用中文打招呼，直言：
「我昨（前）天開始學中文，
我更愛漂亮的女生，大家比林
志玲更漂亮。」可惜現場好像
沒有人聽得明。而去年他們訪
港時遇着颱風，武田也忍不住
感慨道：「我們今年來時，颱
風也來了。」他又分享開騷前
一晚去了新斗記吃廣東菜，大
讚美味，想再吃。眼見武田全
程用中文與歌迷溝通，野田引

以為傲，指武田下了一番苦功
學中文。
演唱會尾段時， RAD-
WIMPS帶領歌迷大合唱，野
田讚歌迷唱得動聽。而他們唱
出賣座動畫《你的名字。》的
《Sparkle》及《前前前世》
時，更掀起全晚高潮。他們坦
承今次是第三次來港開唱，全
靠歌迷的支持，場地才能一次
比一次大，更強調他們會再來
港開騷。
安哥時，野田用手機拍下

台下盛況，又透露正在製作
新碟，很快就會攜新歌與大
家見面。他們更應歌迷要
求，唱出 2006 年的舊作
《By My Side》，但當歌迷
想再點歌時，他們笑稱這不
是點歌環節。不過，他們難
敵歌迷的安哥聲，二度安
哥，唱多一首歌才結束個
唱。離場時，桑原承諾會再
度來港，野田則大派飛吻，
並高呼：「We love you！」
完騷後，他們去了慶功歎廣
東菜，野田更在 Instagram
分享慶功宴菜式，大讚美
味。

讚港迷比林志玲更漂亮 RADWIMPS講中文無人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黎諾懿日前拍攝劇集《C9特
工》時不慎撞到佈景版受傷流血，昨日額頭貼上膠布負傷出席
工廈項目活動。剛開設私人工作室的他，對投資工廈甚有興
趣，若然價錢適合會考慮購入。
諾懿做了爸爸之後，現在最大投資是囝囝小春雞，他笑說：

「希望囝囝長大後可以養我，要叻仔一點，就算不養我，起碼
都不用我來養他，都想買磚頭留給囝囝，當了爸爸後，要考慮
的事情有很大改變，以前買股票是進取型，現在好怕有風險，
追求穩陣。」他又透露囝囝較一般同齡小朋友成長更快，現時
識行識跑，之前教囝囝行時更不慎弄傷腰，要休息半個月，反

而拍打戲就無事。
不過，諾懿都算禍不單行，「日前
拍《C》劇時，正當同導演研究一些
打鬥場面，一個轉身便撞向佈景板，
當時高海寧走過來問我有沒有事，我
還說沒事，但就感覺到血正流下來，
自己都嚇一跳，最怕是撞到釘，這樣
的話，我的事業便從此『收工』。現
時傷處貼了日本膠布，不需縫針，可
以繼續開工，好彩老婆去了北海道，
因她現在不讓我做危險的事，知道我
撞傷的話實會鬧。」

黎諾懿有意買磚頭送囝囝

丁子田丁子田陳曉華陳曉華服飾最搶服飾最搶
蘭倚婷反獲佳麗們支持蘭倚婷反獲佳麗們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20位
候選港姐昨日到珠寶店試戴鑽飾，結

果1號蘭倚婷獲佳麗互選成為
「最佳首飾演繹佳麗」。
蘭倚婷表示未曾擔任過首
飾模特兒，只試過替朋友客
串拍攝產品廣告，提到她
獲多位佳麗投票，證明
她人緣不錯，她表示一
班女仔都是好朋友，平
時會一起傾偈和吃飯聯
誼。問到對比賽信心如
何，蘭倚婷起初擔心廣

東話不好，現在已調整心態去享受過
程，能發揮到自己最好一面就可以。
兩位大熱7號丁子田和17號陳曉
華，服飾明顯比其他佳麗性感，她們
解釋只是配合首飾演繹。問她們有沒
有買首飾習慣，陳曉華稱收藏不多，
因她是個長情的人，一條頸鏈可以戴
很久，也未收過男友送的，之前生日
有朋友送首飾作禮物已經感到很
sweet。丁子田就鍾情鑽石戒指，坦言
女生都喜歡珠寶，覺得貴重珠寶由父
母送贈會比男友更合適。離比賽日子
漸近，丁子田表示近日訓練有點累，

陳曉華就稱試過拍攝至深夜四時，幸
好她曾做過實習護士，已習慣少睡眠
時間。對於蘭倚婷獲獎，丁子田和陳
曉華都是投對方一票，覺得蘭倚婷很
搶鏡和有氣質，笑容自然又甜美。
廣東話不佳的18號高育英表示已盡

力去學，覺得自己有努力過就足夠，
說：「都進步了很多，參選前連一句
廣東話都不懂，因為我在澳洲長大，
英文是我母語，之後去台灣才學普通
話。」高育英稱平時有多看電視劇惡
補廣東話，也翻看過往港姐片段，希
望在問答環節中有幫助。

■7號丁子田(左)
和17號陳曉華服
飾明顯較性感。

■1號蘭倚婷獲佳
麗互選成為「最佳首
飾演繹佳麗」。

岑杏賢岑杏賢 傅嘉莉傅嘉莉

■右起：關楚耀、孫耀威與胡諾言錄
影《美女廚房》。

黎諾懿黎諾懿

SamSam
■■王家衛王家衛（（右右））在後台與阿倫合照在後台與阿倫合照。。 ■■阿阿SamSam老婆在台邊幫老公影相老婆在台邊幫老公影相。。

■■陳百祥和太太黃杏秀
陳百祥和太太黃杏秀、、蔡一智蔡一智、、梁漢文等熱情捧場梁漢文等熱情捧場。。

■■阿阿SamSam兩位囝囝上台跟兩位兩位囝囝上台跟兩位
「「歌神歌神」」jamjam歌歌。。

■■譚詠譚詠
麟及許冠傑前麟及許冠傑前

晚完成一連晚完成一連1111場場「「阿阿
SamSam && 阿阿 TamTam
Happy TogetherHappy Together 演演
唱會唱會」」Part IIPart II。。

■結他手桑原彰用中文打招呼。

■RADWIMPS成員帶領歌迷大
合唱。 照片提供：Takeshi Y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