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拿隔空合體獻唱賀Uncle Ra
y榮休

前晚
的

節目《開
心 大 綜
藝》是以
錄影形式
進行，而節
目推出初時
標榜是直播
節目，但近
期不時出現
錄影情況，6
月開始僅得父
親節當晚是做

直播。曾志偉解釋
全因廠景拆搭問題：「因為《星夢傳奇》個低台難
搭，以往遷就可以一星期錄兩集，但篩選咗後學員減
少，佢哋好需多啲時間去練新歌，我哋都好想直播，
始終個節目推出係希望緊貼時事。」

myTV 播完的節目免費台播
志偉續稱為配合下月東京奧運的《明星運動

會》，預計會有4集，並會安排在周日《開》節目
時段內播出，他說：「節目包括拳擊、羽毛球、游

泳、田徑等項目，相信真係會好好睇，我哋要為政
府幫手做多啲宣傳。」他透露預計會分批派出二三
十人前往東京，而無綫東奧大隊有部分人已出發，
吳業坤亦即將起行。由於當地隔離政策日日不同，
目前暫定3日留在酒店、14日點對點採訪，其餘時
間則哪裏都唔去得。
談到有指無綫刻意調動收費平台節目《鬼上你架

車》於J2台播出，用來硬撼對手的節目，志偉否
認說：「唔應該話我哋特登去打，係有啲節目喺
myTV SUPER播完，會安排喺免費台播，因無綫
晚上11時播新聞，我亦發覺客戶唔睇我哋，亦唔
一定會睇隔籬台，所以就安排喺J2台播，畀觀眾
多個選擇。」

陳友獲邀美國賭場開金口
溫拿前晚只得譚詠麟（阿倫）、陳友及彭健新

（健仔）到場，但節目中連線到澳洲的阿強及身
在上海的鍾鎮濤（阿B）一起合唱多首歌曲。阿
倫表示當年溫拿出道，Uncle Ray是首位DJ播溫
拿的歌，他們又曾合作拍電影：「Uncle Ray喺
電影《大家樂》中同我哋合作，仲係飾演校
長。」
在溫拿中一直擔任鼓手的陳友，被阿倫爆料指他

近日轉行當歌手，有美國賭場想找他唱歌。陳友解

釋全因對方知他是美籍，以為他身在美國所以找
他，陳友笑說：「搵我去登台，仲以為係搵我去捉
鬼。」阿倫又透露前晚跟溫拿成員及朋友出海釣墨
魚，說到早前鄭紹康疑開過百人無戴口罩船上派
對，被斥責無視限聚令，阿倫即強調他們有戴口
罩，亦不是開派對。
當晚由阿Lam打頭陣演出，載歌載舞，他表示
Uncle Ray退休一定要來，如果再等多4年Uncle
Ray 100歲才退休仲勁：「Uncle Ray曾說過100
歲舉行派對慶祝，大家都等住。」問到他可有退
休計劃？阿Lam稱永不言休，他又笑說：「過兩
星期就要做胡楓（修哥）演唱會嘉賓，修哥90歲
仲喺紅館開騷，我同修哥講：『我會追住佢
走』。」
問到阿Lam有何工作計劃？他指疫情下全世界
都停擺，原定的工作都要押後，至於損失他都沒
有去計算，只希望大家可以過到這幾年，大家接
受疫苗注射應該會更快渡難關，所以他下星期便
會接種疫苗。
時間多了他表示更注重自己及家人的健康，做多些

運動及食少一些，所以磅數跟平時差不多。說到疫情
下不少人都變得胖了，阿倫都肥了很多？阿Lam笑
說：「阿倫成日都係呢個樣，（你真有口德？）都未
變過，我哋已經差唔多2年冇見面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莫文蔚（Kar-
en）世界巡迴演唱會香港站即將在6月11日起
一連三晚於紅磡香港體育館展開。由於這次是
莫文蔚最後一次大型巡唱，又以香港作為尾
站，所以Karen特意以香港班底製作這次演唱
會，好像服裝方面不但特別重新訂製，並由3
位 香 港 本 土 設 計 師 ： 鄭 兆 良 （Barney
Cheng）、Kay Kwok及Kev Yiu操刀。
Karen說：「我是由香港起步一直唱到世界各

地，好像今次巡演已走過四十多個地方，今次是

我人生最後一次大型巡唱，自然好想與香港歌迷
一同見證經歷，亦好想有個香港特色的演唱會，
所以台前幕後都會以香港班底打造。」
Karen更為了今次香港站個唱，加碼專屬設

計了一系列周邊紀念品讓歌迷珍藏，包括：絕
色 Polo Shirt 作為是次個唱主題大滿貫團服、
絕色大滿貫玩味貼紙包，收錄「姣靚型串」、
「婦女新知」、「食買瞓」等百分百港味貼
紙、還有莫貓寶貝Tee和絕色 Tote Bag響應環
保。

● 李居明跟薛家燕參與拍攝《大運同
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靜儀）為了道賀有「樂壇教父」之稱

的著名DJ Uncle Ray 96歲榮休，溫拿、

林子祥（阿Lam）、夏韶聲、區瑞強、Joe

Junior 、Samson Sister、肥媽及張武孝（大

L）前晚一起到將軍澳電視城為無綫《開心大綜

藝》節目演出， 副總經理曾志偉亦有到場。溫

拿五虎雖然不能齊集，但仍隔空合體為Un-

cle Ray獻唱，而阿Lam則笑言要跟隨

胡楓步伐，永不言休，90歲仍在

紅館開騷。

90歲紅館
開騷林子祥冀

學胡楓

莫文蔚邀港設計師製舞台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
著名音樂人趙增熹昨日出席展覽
活動，他表示沒有收藏藝術品，
但覺得多看藝術展會對創作音樂
有所幫助。
趙增熹最近擔任音樂真人騷
《聲夢傳奇》評審團之一，對於
被指他是比較「狠批」學員的評
審，他笑着回應：「我也是做平
時做的事情！」會否擔心傷害了
學員的弱小心靈？他說：「我沒
這麼想，主要是時間少便盡快去
講，講得狠那就不好意思了，都
是直接快一點講！」問他看好哪
一位學員？趙增熹笑指自己看好
的都未必跑出，還是不要講出來
免得搭沉船，不過縱觀是女學員
水準較強一點。但他批評今次節
目難讓學員在台上發揮：「因為
現場setting問題，沒現場觀眾，
沒人拍掌沒人支持，學員上到台
好像行刑般，給評審 25 對眼
『厲住』，不能放鬆心情去表
演，現在是考試的setting！」
另談到導師Gin Lee（李幸

倪）和JW（王灝兒）被批評亂
將學員淘汰，趙增熹表示沒看到
報道，他是做完自己部分就算，
不會理會其他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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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炎
明熹（GiGi）《聲夢》參賽曲近
日衝破點擊一百萬。
GiGi翻唱天后林憶蓮經典作品

《沒有你還是愛你》，前晚網絡
點擊率衝破一百萬大關。當日，
在《聲夢傳奇》錄影現場已獲導
師李克勤、評判陳奐仁及郭偉亮
等擊節讚賞，就連家庭觀眾及網
民，亦對這位16歲小妮子點讚認
同；結果該獻唱片段上載約兩星

期後，已突破百萬點擊。
對於獲大批網民厚愛，GiGi

早前在社交平台感性留言，並
承諾改正缺點：「我完全沒有
想過可以取得如此的成績，實
在令人鼓舞。但我知道自己仲
有好多好多不足之處，包括呼
吸聲、咬字等等……我會繼續
加油努力學習同改善，希望不
會辜負大家對我的期望、厚愛
及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 玄學家李居明製作的最
新電影作品《大運同行》將於7月1日舉
行一場千人首映禮（限聚令只可坐七百
五十位觀眾），預計出席者不乏圈中明
星、各界名人。李居明透露由7月開始由
智富電影公司接管新光Super 3影院，並
易名「新光數碼戲院」。《大運同行》
是首炮，演員有薛家燕、陳自瑤、傅嘉
莉等，隨後將會上映「人．鬼．神」系
列三部曲，其中《通靈師》一片去年在
洛杉磯影展獲得大獎。而他正籌拍第一
部「大迷信」劇情片，由《大運同行》
導演執導，目前正甄選演員，預計2022
年可趕及上映。
李居明表示，《大運同行》是一部風
水紀錄片：「呢幾年香港運程認真麻
麻，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應該如何扭轉
乾坤？」電影傳遞一個重要信息：「香
港未來仍是有運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汪小
菲近日一直被傳與大S（徐熙媛）離
婚，事件鬧得沸沸揚揚。據悉由於
大S不滿丈夫早前就台灣抗疫情況
發出嚴厲批評，兩人在電話吵架
後，大S正在辦手續結束這段10年
的婚姻關係。
其實汪小菲事後已一直為事件

降溫，6月6日晚間，汪小菲轉發
網友整理他的早期言論微博，並
表示：「愛所有的家人，我老婆
是第一。」這是他與大 S離婚風
波後再發文，不過，他目前已經
將該條微博刪除。而眼利的網民
也發現大 S 取消關注老公的微
博。

炎明熹《聲夢》參賽曲點擊破百萬

汪小菲刪「我老婆是第一」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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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拿隔空合體獻唱多首金曲
溫拿隔空合體獻唱多首金曲。。

▶▶胡楓胡楓

●● 阿倫阿倫、、陳友及健仔到場歡
陳友及健仔到場歡送送Uncle RayUncle Ray。。

▲ 一眾藝人亮相
《開心大綜藝》
慶 賀 Uncle Ray
榮休。

◀ 志偉表示沒刻
意調動節目硬撼
對手。

●● 阿阿LamLam打頭打頭
陣演出陣演出，，載歌載歌
載舞載舞。。

●莫文蔚為演唱會重新訂製「戰衣」。

●炎明熹表示會繼續加油努力學習。

●汪小菲與大S婚變消息一直沸沸揚揚。
● 趙增熹覺得女學員水準較強
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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