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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思穎）曾參選港姐的
代蓮曦丹美，近期轉戰時裝界，
向模特兒界發展。稍後她將出任《跨
年環球兒童模特兒大賽》的愛心大
使，藉以發掘一些有潛質的小朋
友，助他們踏上天橋之路。她透露
會在內地、德國、北歐、美洲等不
同地方物色適合的兒童模特兒，暫
定明年會在港舉行決賽，讀書時期
經常做義工的她參與過不少慈善活
動，所以希望透過這次大賽幫小朋
友實現時裝夢想，安排他們到巴黎天
橋及踏上世界高級舞台，希望讓小朋
友抱着有實力便可做到的概念，自己
於9月8號會到紐約出席當地時裝
周，並會充當時裝模特兒拍攝一輯
硬照。
代蓮曦丹美說：「明天在會展舉
行的時裝周會是我首度行騷，現時
心情既緊張又期待。」她表示對演
戲仍很有興趣，自己有份參演的
無綫劇集《是咁的·法官閣下》亦
即將播出，劇中同黃智賢會擦出火
花，有床上激情親吻場面，當時真的有點緊

張，導演叫自己盡量想最鍾意的男人來投入角色，自
己便不停想着喜歡的偶像，前男友，夢中情人，果然
一次便大功告成。而另一部有份參與劇集《多功能老
婆》會跟周柏豪有對手戲，會有浪漫氣氛。早前她出
席亞視的亞姐活動，當時被傳媒問到會否擔心無綫小
氣刪走其戲份，她笑言這些非自己能決定，但要
澄清當時是到現場找朋友，並非跟亞視有合
約，現時仍是自由身，亦很感謝無綫給
予機會，自己願意同任何一間
公司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黎瑞
恩（小恩子）到電台宣傳新歌《如果我
有事》，她指很感動和羡慕有個男人好
愛自己，到死都要哄自己開心，甜蜜得
來又帶着傷感。她笑說：「在泰國錄音
時我喊到豬頭一樣，幾個男人被嚇倒問
我有無事，又喊到錄不下去浪費了不少
鐘錢，最終因要去揼骨才盡快錄完。」
小恩子表示曾經都試過被仔女激到差

點哭了，生氣到有點想爆出來，但要想
到好完美的答案去解決問題。她坦言做
父母真的要絞盡腦汁，轉數要快一點，
因為現小朋友駁嘴程度亦與從前不一
樣，她指有次鬧個仔「你係唔係
人？」他答：「爸爸係人，你係人，我
係你們生，我唔係人咁係咩？」結果自

己都爆笑鬧不下
去。
小恩子又試過

連拍MV聽到音
樂響起就哭起
來，不夠專業，
現在演技好了一
點，她記得當年
在無綫拍古裝
劇，被導演寸她
拍最後一場戲才
開始入戲，不過
她覺得年紀愈大
人生履歷愈多，
加上又有了小朋
友，便不能不認
真。

黎瑞恩
曾被仔女激哭

華仔表示延後開演唱會不失為好
事，可以有更多時間鋪排，趁這

段時間便練起英文書法， 演唱會
「My Love 」標誌便是出自華仔的書
法手筆，其時他不忘搞爛gag說：「演
唱會尚欠一首歌曲，所以之前放暑假
便在布拉格製作大碟 。」此時華仔拿
出印有他所寫My Love logo的瓷碟出
來，令全場大笑。華仔再認真說希望
個唱前推出新專輯，總之有拖冇欠。
其間他讓傳媒隨意發問，便問他今
天(昨日)開學不用湊女返學嗎？華仔大
方回應：「我知你們會問這些，所以
特登安排大家到來，便不會搞到我女
兒，今朝(昨日)我就蝙蝠俠般打扮送女
返學，沒有人發現我進了學校。
當問到女兒會來捧場嗎？他就反
問：「點會唔來，你用下腦啦。」華
仔在台上又唱又跳揮灑自如。問他的
腰患如何？他笑說：「我條腰係得
嘅，不過今日(昨日)跳一跳都有喘
氣。」現場介紹他唯一的嘉賓，乃一
個一比一穿上長褸騷肌的華仔肖像，
展示出七嚿腹肌，不過，華仔預告未
來的日子未必能操到七嚿腹肌，畢竟
是七年前的事，他說：「我也有call過
他(七嚿腹肌)來，但他招呼都不打即cut
我線。會盡量操肌，操得幾多得幾
多。今次亦不打算除衫，若然得三嚿
腹肌便穿高腰褲。」

即場找數獻唱《神雕》
華仔又提到在泰國受傷坐飛機回港
時，給氣泡包裹着，去到停機坪時化妝
師便衝過來遞來四個口罩，說華仔太醜
樣要用來遮擋一下，其後住院過新年，
還記得年廿八有成班護士長進來病房，
提議他抹身洗頭過年，結果Senior的幫
他洗頭，Junior幫他抹身，沒想到Ju-

nior都60多歲。之前古天樂拍片要求華
仔在個唱上唱《神鵰俠侶》，他說演唱
會不會唱這些老歌，隨即現場找數，看
看到時古仔會否再踩場。最搞笑是華仔
自爆枴杖製造商想跟他長期合作，華
仔忍不住：「呸，其實我們搵贊助商
很嚴謹的。」華仔又與傳媒玩互動，
笑問大家還記得他演唱會的場面嗎？
當聽到台下大叫靚仔，他即沾沾自喜
說：「這個小時後爸爸已告訴我
了。」之後又把當年跳拉丁舞褲浪爆
軚的畫面放出來， 笑言這就是不可修
補的裂縫，還追問是誰傑作，要揪出兇
手諸其九族。

後遺症腳指尾常麻痹
華仔受訪時透露現在已開始為個唱

操練 ，問到他的傷勢如何？他表示醫
生說有些神經線是不能復原，現時腳
指尾位置經常麻痹，雖然對動作沒影
響，但心情常受到困擾，現在對任何
東西都會有陰影，坐車又會害
怕給尾後的車子撞到，
情況都算嚴重，所以會
提醒自己以樂觀態度面
對。
有指華仔在過往的個

唱上飛天遁地，他笑言
現在只會瞓地和在地落
滾，同時要戴着耳機提
醒走位，已不像從前一
眼關七，現時一切以安
全行先，亦會預留多些
時間做綵排。至於嘉賓方面，華仔歡迎
大家自薦，最好懂唱大戲，一唱便數小
時。問他女兒會睇騷嗎？他說：「不知
她看不看，我要問一問她，這些問題很
難正面解答。」對於黎明把女兒的正面
樣公開，華仔堅決表示不效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孫佳
君前晚演唱張宇的《用心良苦》，為此
特別花兩個月上堂學唱歌，笑問兒子對
她的歌聲有何評價，她笑道：「都有讚
好聽，臨睡都要唱給他聽，因為話似安
眠曲，我一唱他就睡着。」 已經多年
沒踏足電視城的孫佳君，對首次上音樂
節目獻唱大為緊張，她稱當年贏得新加
坡小姐後來港發展，原本是想做歌手，
說：「當時有跟唱片公司見面，但自己
都是喜歡做戲多啲，因為唱歌要花長時
間去練。」
有份跟兩位影帝周潤發和郭富城合作

電影《無雙》，孫佳君直言開工時很緊
張，尤其發哥很有氣場，但也難忘發哥

幫 大 家 影
相，她有一
張寶麗來相
會 好 好 珍
藏，她說：
「發哥為人
很好又富正
能量，在他
身上不止學
到拍戲，也
學到做人道
理，最重要
是有發記士
多，每天有
不同美食，
大家不用埋
位時就可享
口福。」

孫佳君
唱歌兒子讚好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蔡楓
華(Ken)前晚參與錄影《流行經典50
年》，患病傷風感冒的Ken表示自己狀
態一般，希望演出順利，會大唱金曲
《何必曾相識》、《也許》、《月蝕》
及《IQ成熟時》等。下月會在荃灣大
會堂舉行兩場演唱會的Ken，透露已選
好歌曲開始綵排，並請來蔣嘉瑩做嘉
賓，他說：「上次在伊館開騷時認識
她，原來她有聽我的歌，也是我的歌
迷，大家談得很投契，她也很爽快一口
答應來做嘉賓。」至於有沒計劃再上紅
館開騷，Ken坦言申請紅館檔期沒有準
則，令人百思不解，相信任何一位歌手
在未拿到檔期都不敢講會在紅館開騷，
他說：「其實之前都有人找過我，但如

果要我夾份
投 資 就 不
想，做紅館
騷我想做回
歌手專注演
出。」近年
眼睛出現問
題的Ken表
示已完成手
術，但病情
就 不 想 透
露，表示強
光對眼睛不
太好，所以
多數戴墨鏡
示人。

蔡楓華
呻申請紅館期沒準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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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劉德華《My Love Andy Lau 劉

德華 World Tour - Hong Kong 2018》 將於12月15日至1月3號

合共20場假紅館舉行，昨日華仔一身白馬王子打扮現身記者會，經

歷去年一月墮馬受傷事件，華仔自爆仍留下陰影，經常擔心有意外

發生，故此今次以安全為上，用歌聲取勝，同時又搞笑指特意在開

學日搞記招是別有用心，希望引開傳媒焦點，不要追訪其女兒返

學。今次華仔的記者會如同個人solo，現場沒有司儀，獨他在台上

揮灑自如表演，除了獻唱多首歌曲，又回顧歷年來的演唱會畫面，

現場百多位嘉賓及傳媒情緒高漲，如同看一場演唱會一樣。

黎瑞恩黎瑞恩

■■代蓮曦丹
美希望發掘
有潛質的小
朋友，助他
們踏上天橋
之路。

■■華仔拿出印有他所寫華仔拿出印有他所寫
My Love logoMy Love logo的的「「大碟大碟」」
出來出來，，令全場大笑令全場大笑。。

■■說起當年演唱會爆褲一說起當年演唱會爆褲一
幕幕，，華仔扮嬲揚言要找當華仔扮嬲揚言要找當
日影相的記者算賬日影相的記者算賬。。

■■自爆柺杖製造商想跟他長期合作
自爆柺杖製造商想跟他長期合作，，

華仔忍不住呸了一聲
華仔忍不住呸了一聲。。 植毅儀植毅儀 攝攝

■華仔即場
唱《神鵰俠
侶 》，找
數古天樂。

■■劉德華表示會盡量操肌劉德華表示會盡量操肌，，今次今次
亦不打算除衫亦不打算除衫，， 若然得三嚿腹若然得三嚿腹
肌便穿高腰褲肌便穿高腰褲。。

孫佳君孫佳君

蔡楓華蔡楓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