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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容祖兒
(Joey)前晚邀來好姐妹 Twins 的蔡卓
妍（阿 Sa）和鍾欣潼（阿嬌）和
好兄弟關智斌(Kenny)擔任演
唱會嘉賓，Twins 在台上大
爆Joey多人追，只是Joey 拒人於門外，單是這
晚便來了幾個追求
者 ， 頓 時 把 Joey 嚇
呆，直認講感情即
「龜縮」。另方面
關智斌在台上正式
宣佈，9 月 14 日的
個人紅館演唱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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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ns 爆料
爆料，
，
祖兒只懂傻笑。
祖兒只懂傻笑
。

賣即日全部爆滿，決

定 加 開 9 月 13 日 一
場，全場起哄支持。

■關智斌
宣佈紅館騷
加開一場。

關智斌報喜加場
容祖兒以重量級女子組合介紹
Twins 出場，她開心說：「我

們一齊長大，所經歷的不是你們能
夠想像咁多，我曾經喺她們演唱會
上飲大咗，真係要好信得過，好有
親切感，好有歸屬感，我先夠膽在
台上面飲大咗！唔知她們點對我，
希望她們錫住我啦。」然後唱《風
箏與風》一曲邀請Twins上台。

Joey嚇呆「龜縮」
阿 Sa 和阿嬌合唱《大紅大紫》
一曲，台下粉絲尖叫聲不絕，之後
阿 Sa 竟然大爆 Joey 情史：「其實
今日(前晚)帶大禮來給 Joey，我想
講雖然 Joey 無咩緋聞，別以為她沒
人追，其實好多人追佢，今日(前

■Joey
Joey興奮到扮大叔跳舞
興奮到扮大叔跳舞。
。

汪明荃深受對方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汪明荃（阿姐）及陳山聰等前晚於
電視城錄影遊戲節目《娛樂大家》，
對於梁舜燕（Lily 姐）與夏萍兩位前輩
相繼離開，阿姐難過指這是大家的損
失。
阿姐表示對於 Lily 姐的離世感到很突然
及很難過，因上星期知道對方入院，還未
來得及問候其家人。阿姐指 Lily 姐可以說
是看着她長大：「1967 年我開始接受麗的
訓練班培訓，當時 Lily 姐已係大明星，
『麗的三花』之一，又報道新聞，又係一
個播音員、話劇演員同扮靚專家，大家都
視佢為偶像，覺得佢很叻，而且每次出來
都打扮得大方斯文。雖然喺麗的年代同
Lily 姐合作唔多，但當時我哋一班學員
經常以合唱團形式，周圍去唱歌畀老
人家聽，Lily姐都有去。」
阿姐自言都受 Lily 姐影響很多，
例如待人接物，以及打扮方面。
雖然工作上合作不多，但阿姐
以前私底下也經常與 Lily 姐
家人接觸，她大讚 Lily 姐
家庭、事業都非常成
功，亦深得平輩及
後輩尊敬。她
謂知對

方細仔因意外已離世，大女嫁到菲律賓，
但也很照顧媽媽，大仔也是行內人，而她
對上一次見 Lily 姐是去年出席對方的壽
宴，會上播放了很多珍貴片段，又有很多
朋友出席支持，相信 Lily 姐那天是很開心
和安慰。她又稱稍後會向 Lily 姐家人送上
問候，如在香港一定會到靈堂鞠個躬。

■ 汪明荃
指梁舜燕
可以說是
看着自己
長大。
長大
。

山聰度期去拜祭Lily姐
陳山聰之前在劇集《唐人街》和《同
盟》都曾與 Lily 姐合作，對於對方離世感
到很突然：「上星期王君馨仲喺電話群組
話知道 Lily 姐唔舒服，不如大家送個果籃
約時間去探望，點知昨日(即前日)就收到對
方離世消息，好唔開心。」問到跟 Lily 姐
有何難忘回憶時，
山聰眼泛淚光說：
「真係有好多畫
面，Lily 姐好照顧
後輩，係一位好值
得尊敬嘅前輩，希
望佢早登極樂，安
息。」 他又謂之
後可能要開工，但
都會向劇組度時間
去拜祭Lily姐。
■陳山聰對 Lily 姐離
世感到很突然。

■王梓軒同小朋友玩得很開心
王梓軒同小朋友玩得很開心。
。

■阿嬌老公賴弘國也是座上客
阿嬌老公賴弘國也是座上客。
。

約定下月齊賞月
Joey更興奮到扮大叔跳舞，阿嬌問
Kenny個騷有何吸引地方，是否同大
家賞月？Kenny 朝向當晚坐在台下
阿嬌老公賴弘國（Michael）的方向
說：
「你唔使賞月啦，你日日喺屋企
有個 Michael 實啲嘅畀你賞啦！」
繼而Twins及祖兒齊齊宣佈，Kenny
九月的演唱會，已經預了晚晚都會到
場一齊玩，約埋大家一齊來玩。

■左起
左起：
：鍾舒祺
鍾舒祺、
、鍾舒漫及王君馨一起睇騷
鍾舒漫及王君馨一起睇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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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敬騰月尾登紅館
提港迷準備雨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金曲
歌王蕭敬騰（老蕭）將於本月尾在紅館
舉行演唱會，老蕭剛順利完成上海站演
出，他坦言四年多沒來港很掛念香港的
歌迷粉絲，故也特意拍了一段「快問快
答」的影片，搞笑回答趣怪問題，過程
中既搞鬼又精靈，意想不到他的廣東話
都說得相當標準，「食咗飯未？」、
「你有無掛住我呀？」這些冧歌迷的說
話他都十分純熟，反而在腦海中揮之不
去卻是一句「小心梯級！」，他解釋：
「因為每次去機場（搭扶手電梯）的時
候，它都會提我，很洗腦！」
老蕭有「雨神」稱號眾所周
知，所以他提醒香港歌迷來
演唱會時可以帶雨傘，卻
開玩笑地說不可以帶手
機，他表示：「我想大家
看我，不是看手機
鏡頭裡的我，這
樣跟大家的
互動會比較
好。」
■蕭敬騰

■馮盈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
馮盈盈前晚於
TVB 出 席 活 動 ，
談到港姐日前選出
十強佳麗晉身決
賽，其大學師姐楊
慧敏落選未能入
圍，盈盈表示有留
意新聞，亦感到錯
愕及驚訝。
盈盈表示首先
要恭喜入圍的佳
麗，但亦替落選佳
麗可惜，至於她的
大學師姐楊慧敏落
選未能入圍，她
說：「全民投票出
來嘅結果係非常公
平、客觀同公正，
證明唔係識得人就
大勝算。」說到楊
慧敏揚言就算落選
亦不會放棄入娛樂
圈的夢想，盈盈認
為對方有這個心態
已非常好，證明對
方不屈不撓，不會
因為一些打擊而退
縮。

張達倫準備加家用予媽媽

王梓軒同小朋友興奮爭櫈仔
香港文匯報訊 暑期動畫《貓咪
媽咪 Home》，今天正式上映。早
前，王梓軒與戲中貓貓老豆肥 L 到
戲院宣傳電影，更即場教小朋友跳
「貓咪舞」及玩遊戲，場面熱鬧。
梓軒表示：「之前都試過與兒童
慈善機構合作，但在遊樂場一齊玩
就係第一次！玩完波波池又玩爭櫈
仔，好興奮！今次除咗小朋友，大
朋友都有一齊玩。」
問他怕不怕小朋友難搞？他說：
「少少啦，其實佢哋個個都好乖，
我到現在都有玩波波池，今次同小
朋友喺波波池搵返啲貓咪牌出來，

《死性不改》，令全場 high 爆，
Kenny 更在台上宣佈加場喜訊：
「 大 家 好 ！ 『 關 智 斌 Kenny is
BORN 演唱會』家正式宣佈加
場！」全場萬多觀眾都戥 Kenny 開
心，瘋狂歡呼。

師姐楊慧敏不入港姐十強 馮盈盈稱證投票公平

視梁舜燕為偶像

晚)已經有幾個喺度。」Joey 即給嚇
呆，阿嬌和應問：「你係咪想講日
本那個？」阿 Sa 問：「係咪真係
講得㗎？」祖兒馬上搶白：「唔
係，掩住你們個嘴，觀眾們冇人想
聽我緋聞，你試下再講，我拿對鞋
塞 住 你 個 嘴 ……」 阿 Sa 不 肯 罷
休說：「做乜呢，我想話好多人鍾
意你，但你未同人開始就終止關
係。」Joey 解釋要專注事業，拍拖
便會影響做不到這次精彩演唱會，
觀眾聽到阿 Sa 問大家想不想 Joey
有個好歸宿時，現場萬多人起哄，
唯是 Joey 怕醜垂頭說「我真係龜
縮」，場面搞笑。
阿 Sa 終轉話題請另一位靚仔兼
有腹肌的 Kenny 出場，四人合唱

見到第一次接觸呢啲遊戲的朋友
仔，我覺得好好笑，好純真的快
樂。我爭櫈仔好叻，因為我通常都
會望住播音樂嗰個人，佢差唔多落
手我就搵定位，優先場反應好好，
正式上映時，希望一家大細都去支
持啦！」
當日梓軒同小朋友玩咗兩小時
後，便開始到戲院謝票，有小朋友
見到梓軒，更興奮表示睇咗 3 次
《貓咪媽咪 Home》，之後梓軒到
銅鑼灣戲院謝票時，撞見正準備為
《小 Q》謝票嘅羅仲謙，兩位識英
雄重英雄，更為對方打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張達倫昨
日到新城做訪問，見他相較之前大隻，他
表示之前拍劇集《黃金有罪》覺得要
長胖一點配合角色，當時已經不停

■張達倫

吃仍不見效，之後接拍《機動暴隊
2019》，因經常操練，一下子瘦了不少，
去掉8至10磅肉，可能年齡大，乾完一輪很
難肥過來，最近總算肥了一些。
稍後他要開拍新劇《大暴走》，劇中指
他的眼晴有毛病，需要領跑員一齊跑，他預
計會由頭跑到尾，體能消耗很大，最驚是
越拍越瘦，之後又肥不到。問到太太會
否煲靚湯給他進補，他笑說：「太太
識得煲湯我就開心，叫阿媽煲啦，
不過太太為照顧囝囝飲食，都會睇
下食譜，自己對食要求不高，最重
要是健康。(可會學陳山聰茹素？)
我真的不行，自己已經不吃牛，總
覺得要吃些肉才完整，當然飲食要
平衡，不要太極端。」他每次回家
探媽咪，媽咪都會準備很多他喜歡的
菜，張達倫笑言：「上次買了 200 多元
豬肉蒸肉餅，聽說豬肉又起價，看來我要
加家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