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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首天同太太約會情景

應采兒帶太太團

撐陳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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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春貼心用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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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陳 小 春 Stop Angry 巡迴演唱會—第四站深圳」日前在深圳順利
舉行。作為本次巡演在 2019 年的第一場，陳小春不
僅演唱了出道至今的經典歌曲，還貼心用各地方言與歌
迷打招呼，分享了自己由「小子」華麗化身「奶爸」的
「愛之轉變」，太太應采兒帶着「好友太太團」在台下驚
喜現身更是掀起高潮。

當晚陳小春在演唱會上表示女孩子都非常
敏感，所以她們喜歡記住各種紀念日。

然而同樣敏感的他記住了和太太約會的第一
天，還有和她去旅行的場景，藍天海洋浪漫又
美好。大屏幕上突然出現太太應采兒在觀眾席
的身影，此時的她儘管沒有華麗的打扮，但
依然大方美麗，向鏡頭揮手示意，親民表現
讓現場氣氛沸騰，那一瞬間台上的小春笑
得很靦覥。《獨家記憶》的前奏響起，
聚光燈讓小春成為主角，這是他對她唱
的歌，不需要伴舞也不需要歡呼。

「最強太太應援團」助陣
經典歌曲。
了出道至今的
■陳小春演唱

值得一提的是，在佛山站

演唱會中，有鄭伊健、謝天華、錢嘉
樂、林曉峰等幾位黃金兄弟的驚喜
現身，而本次演唱會則是由小春太
太應采兒，帶領自己的好姐妹黃伊
汶、鄭希怡，組成「最強太太應援
團」助陣 Stop Angry。「太太們」變
身「小迷妹」，在台下為小春加油，可
以說是當晚的「最佳後援」。
巡演已經走到第四站，每站都有經
典重現的感動和意料之外的驚喜。而
在「春繭」的這一晚，不僅有陳小春
對應采兒唱《獨家記憶》，也期待，
在未來他會繼續用 Stop Angry 給大
家帶來更多「獨家記憶」。

曹永廉
「冰封」
童顏勁牙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曹
永廉（阿廉）、漢洋與譚嘉荃及星
級化妝師 Will Or，日前為美容店
開幕擔任剪綵嘉賓，吸引大批巿民
圍觀，場面墟冚，有份主演熱播劇
《大帥哥》的阿廉大受歡迎，獲不
少巿民索合照，人氣爆燈。
54 歲的阿廉，不單止人氣勁，
保養得宜的他，近日更獲網民封
為「冰封俠」，問到阿廉的美容
心得，他笑言後生時沒有特別保
養，純天然，但有感近年出現衰
老跡象，故此多了關注儀容，多
做保濕、敷面膜、Facial 等，又會
注重健康飲食少糖少鹽，「其實
最重要係心態，開心，個樣就會
後生。」

催促孤寒蕭正楠派利是
問到阿廉身邊朋友中，覺得邊

位跟他一樣保養得宜？他笑言身
邊個個朋友都保養得不好，他更
點名指鄭嘉穎、黃智賢、蕭正楠
老得快，他說：「我身邊個個朋
友都 keep 得唔好，你問我身邊邊
個朋友老得好快呢？一定係最老
友嗰幾個，大家都知道啦，嘉穎
皺晒皮，另外黃智賢個樣睇落仲
大過我，但其實佢年紀係細過
我；仲有蕭正楠，有啲劇佢可以
做我阿哥，佢真係要檢討下！所
以喺我身邊嘅人老得快，不代表
我後生，希望佢哋注重下，尤其
是嘉穎唔好咁勞碌。」
提到《大帥哥》收視高、口碑
好，阿廉亦聽到不少同事大讚劇集
好睇，令他感到十分高興。農曆新
年將至，阿廉表示將陪伴家人四出
拜年，問到他會否叫已宣佈婚訊的
蕭正楠封大利是給他？阿廉笑說：

譚凱琪感謝張衛健教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譚凱琪在《大帥哥》的
「天嬌」角色甚受歡迎，得到很大回響，現時很多人在街
上都叫她「天嬌」，她開心地說：「好多朋友的仔女都嚷
着要同『天嬌』姐姐傾偈，很多同事都有收看，他們替
『天嬌』死得不值，大家都會講到劇情，好有共鳴，令我
好窩心，好感恩遇到這個角色。」
譚凱琪在大結局播出當日，因有工作在身未能出席飯
局，她希望「天嬌」一角可以帶來更多搵真銀機會，同時
又感謝張衛健的教導和分享經驗，從而令她有所啟發，她
說：「Dicky(張衛健)話作為藝人對社會要有責任感，要帶
給大家歡樂，做任何
事都可能影響下一
代，仲話做藝人要有
獨特性，可是我仍未
想到自己的獨特性，
可 能 要 觀 眾 告 訴
我。」
早前她翻唱日本歌
手荒木毬菜的《小雨
と君》放上網送給大
帥 哥 Dicky， 其 後
Dicky 提議在結尾一段
加入他唱的《月光
光 》 ， 還 用 了 20 分 鐘
錄了 6 個版本，最後譚
凱琪用了一個悲情版
本，以「大」劇片段
剪 輯 成 MV， 算 是 還
「天嬌」一個結局，
很 多 網 友 看 完 MV 後
都感動落淚。

■曹永廉獲不少巿民邀合照，人氣爆燈。
「今年佢揚晒，都幾大鑊！不過佢
好孤寒！唔會封畀我，叫佢封畀我
啲小朋友，我啲仔女曾經當佢係偶

像，雖然佢家結咗婚，我個女對
佢冇晒興趣，但都希望佢會封返封
大利是畀佢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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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敏驄扮女人維肖維妙

香港文匯報訊 即將上映嘅賀
歲電影《如珠如寶》，係林敏驄
首次執導，諗頭多多的阿驄，今
次喺新片中更有份參與編劇及主
演，幕前幕後都兼埋，搞到上映
在即都冇覺好瞓！
話晒係電影上第一個親生
仔，阿驄今次連幾代祖先都要
扮埋，佢要扮曾曾曾曾祖父及
曾曾曾曾祖母，扮起女人上來
的阿聰真係維肖維妙，佢刻意
擺出一副媚態及卡哇兒樣，真
係比真女人更女人。
當日試造型，阿驄用了大半
日時間，一共試了十個造型，
試完院長造型就試曾曾曾曾祖
父及曾曾曾曾祖母，無厘頭嘅
佢，試造型時都不忘搞搞震。
對於連祖先都玩埋，阿驄話：
「其實係有需要先咁做，要扮
自己嘅祖先咁就梗係由我自己
扮最似啦！」

霆鋒腳底按摩冇反應

香港文匯報訊 最新一集
《鋒味》謝霆鋒搵來台灣女藝
人張鈞甯做嘉賓，還去到張鈞
甯主場台北。去到台北，張鈞
甯就充當領隊，帶着霆鋒上演
一場「跑住食美食」之旅。
今次係二人首次合作，她
們見面方式亦都與眾不同，
出名鍾意做運動的張鈞甯揀
了跳彈床場館同霆鋒會合，
她說：「你以為我會那麼輕
鬆地放過你嗎？」。她還主
動幫霆鋒安排三日豐富的台
北行，就是瘋狂做運動，包
括：跳彈床、長跑、伸展運

張鈞甯

動、爬山等等。玩跳彈床
時，霆鋒跳到出晒汗，累到
最後被張鈞甯拖走；去到長
跑環節時，同張鈞甯跑跑吓
步，霆鋒突然駕駛架「綿羊
仔」出現，張鈞甯即刻話：
「你作弊！」霆鋒解釋話：
「我不跑是因為我有扁平
足。」於是張鈞甯就帶霆鋒
去做腳底按摩，按摩時，張
鈞甯痛到面容扭曲、典來典
去，坐在隔籬的霆鋒就一臉
淡定，張鈞甯忍唔住問：
「你是面部神經壞了。」十
分搞笑。

謝霆鋒

■馮盈盈出席「芝麻開運『型』新春」活動。

馮盈盈不介意幫男方供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馮
盈盈昨日出席「芝麻開運『型』新
春」活動，大會送上桃花揮春，她
「來者不拒」，自言：「作為藝人
桃花愈多愈好，桃花旺盛代表很多
貴人扶持，有助人際關係，新一年
希望更加大紅大紫，增強上進心，
發展順暢先有錢供樓。
盈盈做女友都算「唔話得」，
既有份付首期，還要幫手供樓，
她沒所謂說：「不是給了首期便
不用供，盡量幫手，大吉利是萬
一男友失業怎麼辦，自己都想經
濟上有能力，若然斷供便連首期
都蝕掉，所以新一年要更加長

進，不可以只顧吃喝玩樂，買樓
後學懂理財，父母都覺得置業是
好事，人有得着才成長。」
買樓後的她更加關注樓市問
題，笑言成為樓市專家，學懂去
投資，但就談不上是 90 後的榜
樣，因同期的中學同學更了得，
已經開餐廳做老闆。馮盈盈說：
「因此自己要更努力，除了賺錢
也想回饋社會，所以近日都有贊
助麥明詩踩單車到柬埔寨籌款，
我出錢她出力。(麥明詩踩到好勞
氣？)我不知道，應該好辛苦，不
過有男伴一起應該幾開心，我便
沒這份膽量和毅力去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