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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寶島歌王」美譽的青山，將於 4 月 22 日聯同「低音歌后」冉肖玲、「急
智歌王」張帝首度合作在九展匯星開騷，一張票價三種享受。青山從出道到現
在，一共唱過 921 首歌，認真厲害，不過他坦言有時也會忘記歌詞，會找回過
往唱過的舊歌去翻唱，實行學到老，用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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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歌王」
青山從小

就 喜 歡 唱 歌， 說
到今次找來上世
紀 60、70 年代紅
娛樂
遍台灣和東南亞
的 冉 肖 玲 合 作，
青山說：「去年在香港做徐小鳳演唱會，然後
打颱風我留在香港 ，在酒店吃早餐忽然想起
肖玲住在附近，就打電話約她過來飲茶，成為
了今次演唱會的契機。」
青山、冉肖玲及張帝三位好歌之人以不同風
格見稱，相知相識了大半個世紀，原來三個人
從未試過一起開演唱會。今次同台演出，輪流
唱出經典金曲，百分百超強音樂旅程回饋樂
迷，帶給大家耳福和眼福的享受。「現在我在
台灣，每星期有一天擔任電台節目《我為你歌
唱》的主持，在節目有一個 live 的點唱，然後
立即在節目中唱出來。有歌迷幫我統計過，我
出道到現在，一共唱過 921 首歌。坦白說，有
一些我自己也忘記了，因為很多都是電影主題
曲，可能當時唱了一兩次就沒再唱。反而是歌
迷們記得，打電話來點唱，我有時忘記歌詞，
就答應他們下周再唱回給他們聽。收咪後，自
己就找回過往唱過的舊歌去翻唱，學到老，
用到老。」

專訪

為3個外孫戒煙
青山 1969 年起周圍演出，有《綠島小夜

曲》、《月兒像檸檬》等名曲，自此歌聲響遍
世界各地，歌迷遍佈全球。訪問間，青山更清
唱了一段《月兒像檸檬》，認真寶刀未老。其
實青山跟香港很有淵源，青山亦曾屢次接拍香
港電影，包括與潘迎紫合作的《風流表哥俏表
妹》、與林嘉合演的《退票新娘》、與汪玲合
作的《不要讓太太知道》，以及由關山領銜的
《癡心的人》等電影。
「我 1969 年來香港發展拍電影，1970 年在
香港成立歌迷會，現在最年長的歌迷都 86 歲
了。今年適逢是我入行 50 年，開騷別具意
義。雖然只開一場，最重要是有機會跟香港的
朋友見面。看我節目的觀眾都是老人家，所以
下午 3 點開場，想大家在下午舒舒服服、沒壓
力地看，做到以歌會友。為不影響嗓音，我只
飲暖水。近年為了 3 個小外孫，把煙都戒掉
了。我最怕就是記 rundown，曾經試過把 rundown掉亂了。」

腰痛問題困擾多年
始終已經 74 歲，青山坦言每年只開一個騷
已經足夠，只因自己坐不能坐太久，站也不能
站太久，年紀大很多老人病都出來了。
「因為腰椎間盤突出，平時出入要借助枴
杖。平時站着拍照也不可以太久。本來只是腰
第四、五節間有問題，後來第五、六節也有問
題，現在連第三、四節也開始出毛病，最慘頸
椎其中一節移位，所以長期要戴頸箍，每星期
做物理治療只是暫時緩緩。腰痛問題困擾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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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不能坐長途機。雖然如此，但我仍享受
生命。我和女兒住得很近，平時有空就去幫
她照顧 3 個小外孫，他們也知道外公是唱
歌的，因為台灣很愛播老片，不時一開
電視就見到外公。之前在新加坡開
騷，他們在當地旅行，來看騷。
外孫見到我出場立即大叫，
我只好對全場說『這是我
小外孫，我的忠實粉
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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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何廣沛 (Matthew) 早前拍攝服
裝品牌宣傳照。拍攝經驗豐富的 Matthew 在鏡頭
前擺甫士有板有眼，毫不比身旁的模特兒遜色。
他亦分享了與家人及伴侶之間的甜蜜往事，他
笑言：「以前喺美國讀書嘅時候， Honey 、
daring 呢啲稱呼都係好常見，拍拖嘅時候都
會同女朋友以 Honey 相稱，因為 Honey 畀
人感覺最甜蜜，熱戀期嘅人當然係比較高
調啲！」

否認與莊思敏姊妹情變

王子涵望明年再開店
以短髮新形象示人的 Regen 透露之前去完尼泊爾行山，
返港後突然很想把凌亂的屋企執拾得整潔，索性把頭髮剪
短，讓自己在最舒服狀態，已經剪短了兩星期。
她坦言以前留長髮覺得較易搵男友，問她是否驚嫁不出？
她表示：「單身了4年，最近一年心態有了改變，不再着
急，反而一個人感覺挺舒服，喜歡做什麼都可以。」

張惠雅不定結婚年期
她自爆早前出席好友何佩珉婚禮，成功接到花
球：「有人話接到花球要半年內結婚，否則要
等 3 年，林秀怡話接了幾次，難怪仍未嫁得
出。不過自己正準備開餐廳和學中醫，
這幾年都不急於嫁人，雖然已 31
歲，但不會定下結婚年期規限
自已。」

傅穎
為着貼身裙餓到失眠

■何廣沛與女模特兒合作拍攝
何廣沛與女模特兒合作拍攝。
。

傅嘉莉設計頭飾進駐名店

何廣沛
愛叫女友
「Honey」

■組合
BOP 昨 日 亦
有出席開幕
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張惠雅（Regen）、王子
涵、男子組合BOP（天堂鳥）等昨日出席火鍋店開幕禮。
王子涵現身支持好友開店，但沒份投資，她笑說：「我
邊有錢？（爸爸王晶有錢？）我還我，爸爸有錢同我無
關，不過自己遲些都希望在飲食和時裝生意上發展。」
說到她投資6位數字和莊思敏合份搞的網上運動服生
意，經營了半年便擱置，她解釋：「因莊思敏太忙，
我不懂得處理，要睇佢頭，（有否蝕錢？）不是
蝕，好多貨品儲存在倉，尚未推出，況且自己只
佔少部分，純粹想跟對方學習，幸而運動服飾
沒太規限季節性，不會過時，希望明年捲土
重來，（是否姐妹情有變才不合作？）
不是，我們好好朋友。」問到工作
後是否已很少向爸爸拿錢，她
笑說：「盡量都少，但不
可說沒有。」

採攝：
採攝
： 植毅儀
場地：尖沙咀粵海酒店
INFO 場地：

■傅嘉莉

香港文匯報訊 藝人傅嘉莉（Kelly）
演而優則商轉攻設計，將旗下頭飾品牌
Faa 發揚光大，繼打入精品店與髮型屋
設立專櫃後，品牌近日更昂然進駐名店
LaneCrawford，作品備受肯定，令Kelly 開心不已，並銳意開拓中、日市場，
同步發展設計與演藝事業，費盡心力讓
兩者大放異彩。
Kelly 的品牌成立不足一年，已成功
進駐不同的商舖及名店，發展迅速，令
她與團隊大感鼓舞，Kelly 今年目標是
開拓更多國內外市場，如進軍國際網上
購物平台。
正 趕 拍 TVB 劇 集 《 極 道 怪 咖 》 的
Kelly 一邊演戲一邊從商，忙得不可開
交，連帶睡眠時間也大幅減少，雖則如
此，Kelly 演繹劇中角色黑幫二小姐蔣
千瑜仍手到拿來：「整個團隊合作得非
常愉快開心，自己會努力善用所有時間
兼顧兩方面工作，因這些都是我非常喜
歡嘅事業，每一邊都要做到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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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傳穎（Theresa）早前獲內地時
尚女性消費者電子商務網站之邀，分別出席紐約時
香港文匯報訊 譚嘉儀日前為新歌《怎麼你不找我》拍
裝周和首爾時裝周的活動。
攝 MV，今次新歌作曲仍然由自己和哥哥 Alan 一起創
講到首爾之行，Theresa先後出席了兩個大騷，並穿上兩
作，嘉儀說：「歌詞就由自己填，首歌係講男朋友突
個時裝設計師的服裝：「其中一條要穿的裙很窄很貼身，所
然消失，感情無疾而終，只剩女主角自己傷心。」
以穿之前的一個晚上不能吃東西，其實我本身也是一個非常自覺
今次 MV 請來了上次《lonely》合唱版的關
的人，加上是第一次穿這麼緊身的衣服，以前都沒有試過穿這麼貼
楚耀（Kelvin）擔任男主角，「謝謝 Kelvin
身，所以下午六點以後就沒有再吃了，還記得當晚我是餓到失眠，幸好
又再仗義幫忙，今次 MV 經歷重重波折
那天穿起來還有鬆動的地方。」
才完成，原本定好的一天，突然落雨
Theresa 最近剪了一頭短髮，原來是為了仍在拍攝的電影《迷案》而剪，她
落得非常厲害，我哋無法完成拍
說：「新片內我飾演一名警察，長頭髮的造型不合適，反正自己已很久沒剪短頭
攝，迫於無奈地要改期拖延了
髮，很清爽、舒服呀！不過，最搞笑是早前出席中學同學的婚宴，他們見到我，說
拍攝進度。改期後的那
我的髮型與中六的一樣，像凍齡。」

天，結果天氣還是陰陰的，但好彩無落雨，辛苦大家再抽
一天時間出來去完成今次的故事。」
嘉儀是一個崇尚浪漫的人，每次拍 MV 都要求導演加
點浪漫元素，「自己平時咁 dry，唯有響拍 MV 時陶醉一
下，今次就加插了拍攝營火，如果現實中的男朋友為我生
營火，真係會冧爆。」
今次 MV 嘉儀獻出了熒幕初吻，「導演 Stone Wong
因應下雨天加插了一場避雨的場景，劇情講到當我同 Kelvin 避雨的時候情不自禁深深吻了一下，拍攝時大家相當
尷尬，都忍唔住笑咗出嚟，NG 了好幾次，真係辛苦晒
Kelv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