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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薛家燕一連兩場紅

家燕姐被催婚

館處女騷「薛家燕愛你無限 60 年演唱會」前晚正式
開鑼，在演藝界穩站 60 年的她贏盡人緣，十多位嘉
賓之多創下演唱會之冠，最難得是當年「七公主」中
的五公主重聚舞台，「四妹」蕭芳芳未能現身亦有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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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換上近十套靚衫，率先以
家燕「Captain
Nancy」造型露事業線

■家燕姐被
家燕姐被3
3 位子女感動得落淚
位子女感動得落淚。
。

■家燕姐與王祖藍
家燕姐與王祖藍、
、阮兆祥等合唱
阮兆祥等合唱。
。

■羅
嘉良
專程
從北
京回
港做
嘉賓
。

陳家
樂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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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 陳家樂日前拍
攝廣告，飾演「超級夥
計」，更一人分飾三角，分別係超
級市場服務員、街市售貨員及餐廳侍應。於
街市拍攝時，他還被一班
師奶圍住，勁受歡迎。
家樂表示他其中一份暑
期工是在茶餐廳做「外賣
仔」，他說：「有一次踩
單車送外賣，踩到中途突
然炒車，奶茶倒瀉晒，得
番一半，但嗰陣勁白癡，
唔識得返去茶餐廳斟過
杯，就咁將嗰半杯送去畀
個客，跟住個客打去茶餐
廳投訴『點解得番半
杯？』老闆仲以為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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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咗，哈哈。」

基仔摸家燕姐「寶石」

登場，之後跟謝天華共舞的舞衣更大騷
玉腿，十多位嘉賓陸續現身，令人目不
沒到場的蕭芳芳就拍片支持，鬼馬地
暇給，整晚氣氛 high 爆，沒有冷場。打 催家燕姐快些嫁人：「家燕自細精靈、
頭陣是胡楓、黎小田和陳欣健，家燕姐 口齒最伶俐 EQ 最高，成熟年紀依然魅
在三人當中選出做老公、男朋友及朋友 力四射，除四周圍去演唱，又要兼顧藝
的人選，家燕即選修哥做老公，覺得他 術中心同整餅，簡直瓣瓣掂！每日瞓 4
永遠一條心夠穩重；情人便揀陳欣健， 個鐘，但都咁豐潤，幹勁係邊度嚟？原
因他有型又溫柔，口又甜；花心男就選 來背後有『景轟』呀！」家燕姐甜笑承
黎小田，家燕姐向小田大派「檸檬」， 認：「有人關心吓、有人錫吓咁囉！」
笑指曾被他追求過，還是做朋友好。
芳芳姐希望家燕入行 100 年再開騷，祝
專程從北京回港做嘉賓的羅嘉良和家 她演唱會空前成功，早日嫁出去！被
燕姐合唱《難兄難弟》，嘉良大賣口乖 「催婚」的家燕姐有點手足無措，將
讚對方瘦了很多，終於攬到家燕姐的纖 「自己娶新抱」錯講是「阿仔娶新抱」
腰，家燕姐表示開騷前減了十多磅。接
着林保怡出場，他同樣把家燕姐「纖
腰」做話題，話說當年他們在雲頂登
台，家燕姐要求保怡攬她的腰，但保怡
沒有照辦，保怡笑言根本搵不到，又做
了一個「直落」手勢，但今次減肥便
有了，引來全場大笑。
萬眾期待的「七公主」重
聚舞台，雖然少了蕭芳芳及
馮寶寶，其他「五公主」家
燕、馮素波、沈芝華、陳寶
珠、王愛明邊唱邊跳《情花
開》及《莫負青春》相當
「吸睛」，有 Fans 上台向每
人獻出 99 朵玫瑰花，多位
「公主」久沒在台上演出
大呼「緊張」，沈芝華自
爆緊張到牙都剝埋，皆
因牙痛至不能入眠；王
愛明話自己幾十年無上
台，必然會緊張，繼
而又大讚家燕姐腦筋
靈活，有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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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2018 亞洲小姐總決賽》現
正在韓國拍攝外景，除安排一眾佳麗到韓國
星級舞蹈教室受訓外，亦安排人氣女團
Twice 的化妝師為佳麗試妝。一眾佳麗前日
換上 tube-top 運動裝束，接受星級導師的訓
練，其中曾任舞蹈員的香港賽區亞軍張右雨
表現最突出，反觀同樣來自香港賽區的冠軍
梁雪瑤，舞姿明顯較其他佳麗生硬。
不過，梁雪瑤並沒有輕言放棄，她直指自
己沒有跳舞底子，希望可以將勤補拙：「很
開心可以跟在韓國如此有名的老師學跳舞，
覺得自己有星級待遇，但本身自己沒有跳舞
底子，希望勤力些，將勤補拙。（舞蹈節奏
較難跟上？）記不到動作、所以跟不上節
奏。」問到不少海外佳麗都有跳舞底子，梁
雪瑤可會擔心被比下去？她說：「各有各優
點，我優點是勤力，跟她們相處很開心，覺

公開催她快些「嫁人」。全晚最感人一幕是家燕姐的
三位仔女上台獻花送吻，家燕姐感動得淚灑紅館，場
面催淚！

時已麻煩到大家，馮素波和應說：「你
都係等一等先，你個仔結婚搞着我哋，
現又要我哋着晚禮服，又要度身、又要
試身，你遲啲嫁等我哋唞唞先！」台下
觀眾笑個不停。之後家燕姐和寶珠姐合
唱粵曲《花院盟香》，表現精彩。
家燕姐換上紅色舞衣，裙尾流蘇隱約
現出美腿，與謝天華大鬥舞技，兩人臉
貼臉把現場升溫，最後天華抱起家燕姐
時，引發尖叫聲不絕。另一嘉賓古巨基
和家燕姐合唱完《友共情》後，基仔主
動要求摸家燕姐額前「神墨」，基仔笑
說：「有外傳《復仇者聯盟》第七粒寶
石落在家燕姐額頭上面，每次見到你都
感受到粒寶石氣場，我一路盯住個粒
嘢，傳聞輕輕一碰便令全場尖叫。」果
然基仔每次觸碰那粒墨，即全場大叫。

子女上台念親恩催淚
接近尾聲時，家燕姐三名子女上台獻
花送吻，先是播出子女們在片中多謝媽
咪養育之恩，大讚她是女超人，是他們
的 驕 傲 ， 三 人 合 唱 《You Raise Me
Up》送給這位偉大的媽媽，家燕姐感
動得落淚，阿仔見狀立即拎出紙巾，

攝影：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慶威
讓細妹替媽咪拭淚，他們又多謝觀眾一
直的支持，希望大家報以熱烈掌聲作出
鼓勵。家燕姐在子女落台後，情緒依然
激動，她哽咽道：「佢哋出場令我好感
動，好多人話他們是我三個包袱，黎小
田都咁講，我覺得唔係，他們是我的推
動力，令我覺得做每一分每一秒，無論
流幾多汗水，全是值得，終於養大佢
哋。今次開騷仔女都好支持我，尤其是
大女珊珊幫我做統籌，大家見到我在網
上的選婿大會，其實我是借這廣告提佢
要留意下自己識下男友，不過都有好多
人來參加，但我忙演唱會沒時間去揀。
我在這 60 年來經過很多風雨，但我感
到值得，得到很多人支持，好多人問我
每日睡得 4 小時，不辛苦不攰嗎？我說
畀大家聽，為達到做個有責任的媽媽，
做事都有種動力，爭取一分一秒，我不
是不攰，而係不可以攰。」場面感人。
Encore環節，家燕姐與福祿壽的王祖
藍、阮兆祥、李思捷三人合唱《熱情的
沙漠》，更邀排舞師 Sunny Wong 及王
梓軒上台教全場跳經典十字步，最後以
《皆大歡喜》為首場演唱會畫上完美句
號，全晚唱足三個多小時。

■胡楓、黎小田和陳
欣健任嘉賓打頭陣。 ■林保怡大談家燕姐的
「纖腰」
。

親選沈震軒演愛侶

劉美君話有親密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江若琳、 幸而她經常做運動，不算重。」問到有否
劉美君、沈震軒及雨僑昨日為 ViuTV 新劇 親嘴場面，劉美君謂：「現在未有，但不敢
《好人好姐》舉行開鏡拜神儀式，劇中江若琳 說實沒有，自己親自揀沈震軒做這角色，以前
飾演童星江芷銦的媽咪，本月23日將和男友蕭潤 他常做壞人，這次好值得女人愛。」劉美君指劇
邦擺酒結婚的江若琳透露：「好大壓力，因劇集在 中的女兒很喜歡戀愛，現實中自己更愛拍拖，但我
月中先拍完，我仲未派喜帖，好多朋友問我是否不 現在好乖，成年無拍拖，不用刻意搵，會自然來。
問到沈震軒可擔心為 ViuTV 拍劇後
請他們，我解釋要月中先派到帖，結
激嬲無綫？他謂：「沒關係，在香港
婚後過幾日便出發度蜜月，依然辛苦
應互相幫助，最好大家的劇都好。」
些趕及完成手頭工作，若然拍不完便
雨僑在劇中扮演劉美君的惡上司，她
要蜜月回來再拍。」
表示：「對方給人感覺較嚴肅，相處過
說到劇中的女兒，江若琳大讚對方乖
後完全兩回事，她好搞笑同友善，但一
巧聰明，笑言：「我叫佢媽咪送個女給
開始便要兇她，自己都有些不自然，
我，放假可以來我家住一星期，他日自
（老公羅力威見你惡了有否嚇親？）唔
己生個女像她便不錯，可以放心。」
會，我係屋企應該可以再惡些，哈
劉美君身兼監製一角，更親自構思
得她們很
哈！」
故事和物色演員，劇中她安排自己扮
友善，我
演婆婆角色，除了有個女兒江若琳和
■江若琳大
都有請教她
孫女，更會與沈震軒譜出「忘年
們的跳舞技
讚童星江芷
戀」，沈震軒就指他們這條線很有
巧！」
銦乖巧聰
新鮮感，看劇本時便覺得好玩。
問張右雨今
明。
劉美君指與沈震軒演到甜蜜一
次的舞步對她來
面，成功說服到工作人員認
說是否太簡單？
定他們是一對，問有多少
她指簡單有簡單的
親密鏡頭？她說：「成
好，因為今次學到的
日都有。」沈震軒
舞，講求的並非注意肢
透露：「有幕戲
體 ， 而 是 整 個 perfor要抱起對
mance。張右雨更揚言日後願
■劉美君與沈震軒
方，
意自資到韓國學舞：「我會自資
譜出「
譜出
「忘年戀
忘年戀」。
」。
來，其實一直都有這個計劃，可能留
一個月，日日去學跳舞。今次是一個開
始，係一個好好的啟發。」

梁雪瑤舞姿生硬 將勤補拙不放棄

■張右雨(左)的舞蹈表現勝梁雪瑤(右)。

場便沒冷場，視她為偶像。

片段支持，鬼馬的芳芳姐踢爆家燕姐有「景轟」，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