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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日日阿阿SamSam和阿倫以演唱會海報和阿倫以演唱會海報
造型現身造型現身，，二人先合唱廣東二人先合唱廣東

串燒歌串燒歌，，阿阿SamSam彈結他後再合唱英文彈結他後再合唱英文
歌歌，，擅搞氣氛的阿倫便叫現場嘉賓站起擅搞氣氛的阿倫便叫現場嘉賓站起
身身，，儼如為儼如為88月演唱會熱身月演唱會熱身。。
這次的宣傳海報這次的宣傳海報，，是他倆坐在開篷古董是他倆坐在開篷古董

電單車上展示開心模樣電單車上展示開心模樣，，阿倫指原先的構阿倫指原先的構
思是在高速公路思是在高速公路奔馳奔馳，，沿途沿途有他們的歌有他們的歌
名彈出來名彈出來，，可是歌可是歌曲真的太多曲真的太多，，整條路整條路
都放不下都放不下，，遂改變構思遂改變構思。。當司儀問阿倫會當司儀問阿倫會
否坐不進去否坐不進去？？阿阿SamSam即說坐得下即說坐得下，，阿倫就阿倫就
講笑謂講笑謂：「：「要好大工程要好大工程，，加闊座位來拍加闊座位來拍！！
其實阿其實阿SamSam是我唯一偶像是我唯一偶像，，他他19711971年在年在

大球場的演唱會是坐開篷車大球場的演唱會是坐開篷車
出場出場，，所以這次我們坐開篷所以這次我們坐開篷
電單車電單車。」。」
兩名樂壇巨人破天荒合兩名樂壇巨人破天荒合

作作，，為聽眾帶來驚喜為聽眾帶來驚喜，，阿阿SamSam表示表示：：
「「去年我的紅館演唱會請阿倫做嘉賓去年我的紅館演唱會請阿倫做嘉賓，，
然後兩星期前收到消息會一起開秀然後兩星期前收到消息會一起開秀，，我我
當然立刻答應當然立刻答應，，因為我很欣賞他的歌因為我很欣賞他的歌
曲曲，，好像好像《《霧之戀霧之戀》》和和《《愛在深愛在深
秋秋》。」》。」

矢言「廣東歌永遠不死」
阿倫接着說阿倫接着說：「：「我們有很多緣分我們有很多緣分，，上上

次做嘉賓時次做嘉賓時，，我已打蛇隨棍上邀阿我已打蛇隨棍上邀阿SamSam
作歌給我作歌給我，，他一口應承他一口應承；；雖然到今天都雖然到今天都
未作未作。」。」阿阿SamSam即謂即謂：「：「正在作正在作。」。」阿阿
倫續說倫續說：「：「當年阿當年阿SamSam首首《《鐵塔凌雲鐵塔凌雲》》
在華人樂壇很有地位在華人樂壇很有地位，，曾幾何時廣東流曾幾何時廣東流
行曲在世界是舉足輕重行曲在世界是舉足輕重，，現在便要看是現在便要看是
誰唱誰唱，，這次就一齊集體回憶這次就一齊集體回憶。」。」阿阿SamSam
都忍不住說都忍不住說：「：「廣東歌永遠不死廣東歌永遠不死！」！」

其後在大合照時其後在大合照時，，因太多人關係因太多人關係，，阿阿
SamSam和阿倫不拘小節單膝跪地和阿倫不拘小節單膝跪地，，可見兩可見兩
位位「「歌神歌神」」毫無架子的一面毫無架子的一面。。

本想唱貓王歌玩驚喜
礙於二人經典名曲數之不盡礙於二人經典名曲數之不盡，，所以每所以每

晚將會出現不同歌曲晚將會出現不同歌曲，，並邀請不同年代並邀請不同年代
的樂隊做嘉賓的樂隊做嘉賓，，其中有蓮花樂隊其中有蓮花樂隊、、花花花花
公子和溫拿樂隊等公子和溫拿樂隊等。。阿阿SamSam自言自言MedleyMedley
都已有幾個版本都已有幾個版本，，要唱足四個鐘才夠要唱足四個鐘才夠。。
阿倫笑言阿倫笑言：「：「別睡太多別睡太多。（。（你記得歌你記得歌
詞詞？）？）不用記歌詞不用記歌詞！」！」總之二人會互唱總之二人會互唱
對方的歌對方的歌，，阿倫謂阿倫謂：「：「我最喜歡他的幾我最喜歡他的幾
首歌已放進了我袋子首歌已放進了我袋子，，是哪幾首便要先是哪幾首便要先
賣關子賣關子。。阿阿SamSam喜歡我那首喜歡我那首《《愛的根愛的根
源源》，》，因為第一句像英文因為第一句像英文，，哈哈哈哈。。我知我知
阿阿SamSam喜歡貓王喜歡貓王，，本來我準備幾首貓王本來我準備幾首貓王

歌給他驚喜歌給他驚喜，，最後被他識穿了最後被他識穿了！」！」
目前這次演唱會暫定開七場目前這次演唱會暫定開七場，，會否加會否加

場場？？阿倫稱阿倫稱：「：「還未賣票還未賣票，，不過很早已不過很早已
有人炒至每張有人炒至每張11,,500500元元（（港元港元）！）！很怕很怕
歌迷受騙歌迷受騙，，不鼓吹這行為不鼓吹這行為。」。」講到二人講到二人
合計應該開二十場都不夠合計應該開二十場都不夠，，阿阿SamSam即自即自
爆這次的期最多開十場爆這次的期最多開十場。。
其後其後，，阿阿SamSam透露考慮會唱透露考慮會唱RockRock版版
粵曲粵曲，「，「好像好像《《帝女花帝女花》、《》、《禪院鐘禪院鐘
聲聲》。」》。」問到誰做花旦問到誰做花旦，，阿阿SamSam即指住即指住
阿倫說阿倫說：「：「阿倫做花旦阿倫做花旦，，他的假音好他的假音好
得得。」。」阿倫表示阿倫表示：「：「早年在籌款活動早年在籌款活動，，
跟葉倩文互相反串跟葉倩文互相反串，，已扮過花旦已扮過花旦。」。」阿阿
SamSam笑言阿倫應該會美笑言阿倫應該會美，，阿倫即謂阿倫即謂：：
「「是很美是很美！」！」

現不減肥因愈唱愈瘦
這次演唱會請來劉天蘭做形象設計這次演唱會請來劉天蘭做形象設計，，

阿阿SamSam說說：「：「同事已在泰國買了布料同事已在泰國買了布料，，
但未定款式但未定款式。（。（會否減肥會否減肥？）？）不減了不減了，，
每場自動會瘦三磅每場自動會瘦三磅。（。（會穿豹紋會穿豹紋？）？）有有
一兩套一兩套。」。」問到會否跳舞問到會否跳舞？？阿阿SamSam表示表示
到時會有五六十個舞蹈員到時會有五六十個舞蹈員，，他倆也會跳他倆也會跳
舞舞。。阿倫瞪眼說阿倫瞪眼說：「：「真的真的？？別隨口說別隨口說，，
但一定好開心但一定好開心。」。」
阿倫最愛帶朋友四處覓食阿倫最愛帶朋友四處覓食，，他笑說他笑說：：

「「開始約阿開始約阿SamSam，，原來阿原來阿SamSam好喜歡地道好喜歡地道
街坊風味街坊風味，，我要問他心得我要問他心得。（。（不怕食到穿不怕食到穿
不下演出服不下演出服？）？）怕什麼怕什麼？？我穿阿拉伯我穿阿拉伯
裝裝。」。」阿阿SamSam每次開秀都會親歌迷每次開秀都會親歌迷，，阿倫阿倫
即笑言即笑言：「：「他以前親得多他以前親得多，，這次分工這次分工，，男男
的他親的他親，，女的粗重工夫留給我女的粗重工夫留給我。」。」問到阿問到阿
SamSam可會接納可會接納？？他謂他謂：「：「接納接納，，無所謂無所謂，，
最重要是好玩最重要是好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梅馨文）韓國男團
SHINee的香港演唱會，20日晚假亞博館展
開。當日適逢是「520」（普通話譯音「我愛
你」）的日子，SHINee原來都知此事，更大
講「我愛你」迷暈歌迷。
SHINee20 日晚約 6 時 15 分現身，以

《Hitchhiking》 、《Married To The Mu-
sic》、《Why so serious》及《Juliette》打頭
陣。其間成員Key疑似耳機出問題，不停伸
手整理，更一度走回後台。隨後五位成員逐
一打招呼，稱這次是事隔四年再次以演唱會
方式與大家見面。
成員鐘鉉坦言這次的行程雖然很趕，但仍

想抽空看看香港的靚夜景及品嚐美食；泰民
表示《MAMA》時去過香港，亦很想赴港開
演唱會。
20日晚除有溫流與鐘鉉對唱《Please Don't
Go》大顯唱功外，上身只穿上西裝外套的泰

民也Solo演繹《Goodbye》，半裸肌肉若隱
若現。SHINee 還又唱又跳經典歌《Ring
Ding Dong》、《Lucifier》，氣氛High爆，
賣力的演出讓五子大汗疊細汗。
之後他們輪流入後台換衫，其他成員就跟歌

迷交流。珉豪為Key有份演出的新劇《守望
者》宣傳，Key表示返韓後馬上又要繼續拍
劇。
珉豪又笑因太熱而脫掉外套的Key好Sexy，

Key回應道：「我想有Sexy的感覺，而且外套
太硬邦邦了，跳舞跳得不方便。」他們亦知道
520的普通話譯音是「我愛你」，故以普通話
說「我愛你們」，台下歌迷即興奮尖叫。

溫流獲洽談再拍劇
泰民為遲開秀道歉，他解釋是他換衣服時不

小心繞到耳朵，所以有所阻礙；他亦透露正準
備舉行個人粉絲見面會。去年有份演出《太陽

的後裔》的溫流，表示有人洽談洽他再拍劇，
席間他搞怪地學翻譯講廣東話「我呢」，惹得
歌迷發笑。當五子獻唱《Aside》時，歌迷揮動
七彩氣球，全場恍如一片彩虹海，連SHINee
都大嘆第一次見，覺得非常漂亮。
今年5月25日是SHINee成團九周年的日

子，在轉場時全場歌迷大唱韓文生日歌預

祝。事後，SHINee搞笑說起初也很困惑到底
是誰的生日，但很感謝歌迷的安排。溫流坦
言永遠記住這一刻，承諾之後會常赴港見粉
絲。演唱《So amazing》時，五子搭上移動
車與歌迷作近距離接觸，又握手及拋出簽名
球送給歌迷，並邀全場大合照。SHINee完秀
後隨即搭機返韓。

港迷合唱生日歌賀九周年港迷合唱生日歌賀九周年 SHINeeSHINee趁趁「「525200」」示愛示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鄭俊弘（Fred）與產後復
出的車婉婉21日到上水為《媽
媽好聲音3》歌唱比賽總決賽擔
任頒獎嘉賓兼評判，已有三周
沒公開露面的Fred，身形發福
不少。
阿Fred表示之前放假回加拿大
探望家人，問到女友何雁詩可有
同行？「沒有，我這次只是去探
舅父，跟家人吃飯。（家人有否
問你感情事？）他們在我的感情
問題上亦有給意見，（想見你女
友？）又沒有，他們想見我多
點。」
他又坦承自公開戀情後，工作
都有延遲。問到是否因感情事而
令紅館演唱會叫停？阿Fred指紅
館秀從未落實，近日他正忙於為
第三張專輯錄音，會做好自己，
其他事控制不來。
他又感激粉絲撐場。問到女友

的身體狀況，是否仍要服藥？阿

Fred就稱留給女友自己
講，但指她剛放完假，
心情很好。

車婉婉讚兒子算乖
新手媽媽車婉婉在

台上被問到當母親的
心情，她笑說：「突
然『有塊東西』出
來，但你要不停付
出，經常沒法睡。有
黑眼圈已不重要，所
以要向各位媽媽致
敬。」婉婉誕下兒子「BBQ」
一個多月，仍未收身，她笑
言：「以為走了20磅，但好像
仍有20磅在身上。」餵哺母乳
的婉婉又稱明白有些媽媽會餵
母乳至小朋友三歲，因為感覺
好奇妙！
她透露老公都有幫手換片，

兒子經常「斟茶（小便）」給
老公和她，現在她已知兒子幾

時會「噴泉」，已懂得按住
他。她又讚兒子都算乖，餓了
才哭，但掃風最辛苦，好想發
明一部吸風機代替掃風，令所
有媽媽擺脫煩惱。
問到可會為兒子舉行百日

宴？她說：「今天（21日）第
一天出來開工，已感到很迷
失，有如由山洞出來一樣，要
慢慢去策劃一下。」

承認工作有延遲 鄭俊弘只能做好自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商天娥、張崇
德、張崇基和徐偉賢21
日為音樂劇《馬丁路
德》試造型及拍攝海
報，張崇德為扮演主角
貼上滿臉鬍鬚，希望透
過此劇讓更多人認識這
位風雲人物。
一臉鬍鬚的張崇德連

講話也講得不清楚，他
笑言最終造型尚未落

實，之後會再修改，最擔心是會否影響唱歌。扮修女的商
天娥就要暗戀張崇德，因拜讀對方的文章後產生仰慕之
情。笑問娥姐要暗戀張崇德，是否很有難度？她笑言沒
有，至於有否親熱場面，娥姐即場呆了數秒，張崇德就笑
稱即場試演，看看鬍鬚會否刺臉，娥姐就推說未知劇情如
何，到排練時再算。
紮了辮子的張崇基就飾演馬丁路德的門生，他笑道：

「因我的角色較激進，原本想造型像《戰狼300》般去
操練肌肉，怎料導演說不用脫衣，叫我省回。」音樂總
監徐偉賢要求演員講對白時也要像唱歌一樣，所以沒計
算全劇有多少首歌曲，相信對唱家班出身的演員會沒有
難度。首演音樂劇的娥姐就謙稱要向其他人學習，始終
既要唱歌又要演戲是一個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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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冠傑許冠傑譚詠麟譚詠麟
變變「「 」」唱爆紅館唱爆紅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樂壇兩位殿堂級人物許冠傑（阿Sam）和譚詠麟（阿

倫），將於8月12日至18日舉行「阿Sam & 阿Tam Happy Together」演唱會，21日二

人在記者會先來個熱身合唱，令人聽出耳油。他們預告屆時會大玩Rock版《帝女花》，

阿Sam更點名要阿倫反串唱女腔！而阿倫知道阿Sam素來喜愛以豹紋Look示人，所以前

者亦會準備虎紋Look上陣，「虎豹」齊響震撼香港紅館！

■■譚詠麟譚詠麟((右右))表表
明親女歌迷這些明親女歌迷這些
粗重工夫粗重工夫，，由他由他
做便可以了做便可以了。。

■阿倫(右)應
該會在「虎豹」
合作中反串女聲

唱粵曲。

RockRock

虎豹虎豹

■為掀起現
場氣氛，阿倫叫
在場嘉賓站起

舉手。■■許冠傑寶刀未老許冠傑寶刀未老，，邊彈結他邊彈結他
邊唱歌絕對難不到他邊唱歌絕對難不到他。。

■ SHINee■ SHINee2020
日晚再次舉行日晚再次舉行
港秀港秀，，捧場歌捧場歌
迷相當興奮迷相當興奮。。

■■到演唱會中後段到演唱會中後段，，大會出動移動大會出動移動
車讓車讓SHINeeSHINee與觀眾打成一片與觀眾打成一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黃秋生、衛詩雅、麥子樂和
導演邱禮濤20日晚到影院為新
片《失眠》謝票，雖然該片上映
三天就錄得過百萬元（港元，下
同）票房，但秋生笑言不知情，
因人家的電影三日便過十億，他
的電影能過百萬已要偷笑。詩雅
就解釋得知有不少院線不肯上映
此片，相信要靠口碑來吸引觀眾

入場。
已看過本片的秋生，不明為何院商不願上映：「都挺斯文

的，合情合理，不是刻意去賣弄（血腥）。最近都看過差不多
類型的片，但外國片就能上，港產片就不能上，又說要支持港
產片？」詩雅稱謝票的宣傳手法很有用，因觀眾見到演員出現
時很開心，笑稱最多人問的是秋生去了哪兒，她就推說秋生哥
太晚要睡覺。秋生解釋他有時間便去謝票，只是沒有人通知
他，總之希望多些觀眾支持，好讓詩雅能做下部電影的主角，
並由她負責劏人。

若能嚇人便感興奮

笑問詩雅見到觀眾時，有否嚇倒他們？她笑道：「我最喜
歡看觀眾的反應，試過見到有人面臉青唇白，又有人看得好
興奮，覺得電影可以更恐怖。我自己看都會興奮，更可邊吃
番茄邊看戲，最想見到人吐或者驚，就代表電影很成功。」

院
商
不
願
放《
失
眠
》
秋
生
未
明
何
故

■鄭俊弘的事業難免會受公開戀情影
響。

■■商天娥商天娥((左左))在音樂劇中在音樂劇中
要暗戀張崇德要暗戀張崇德((右右))。。

■■((左起左起))黃秋生和衛詩黃秋生和衛詩
雅賣力謝票雅賣力謝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