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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演出 父女檔再度合唱

關禮傑與無綫轉部頭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善心滿載仁愛堂》將

● 左起：梁凱晴
梁凱晴、
、
宋宛穎及邵初當
選後首次參與大
型慈善晚會。
型慈善晚會
。

於本周六晚舉行，昨日記者會上，大會司儀陳百祥、
鄧梓峰、陳庭欣及陸浩明，表演嘉賓胡鴻鈞、關禮
傑、關楓馨、應屆香港小姐宋宛穎、
梁凱晴及邵初等出席支持。關禮
傑表示今次慈善演出，將與女兒
再度同台合唱。他又透露跟
無綫轉了部頭合作形
式，有需要就會

● 左起
左起：
：鄧梓峰
鄧梓峰、
、陳庭欣
陳庭欣、
、陳百祥
及陸浩明將擔任大會司儀。
及陸浩明將擔任大會司儀
。

返 無 綫 幫
手。

禮傑與關楓馨繼上次港姐父女檔彈鋼
關琴與唱歌，今次在《善心滿載仁愛

堂》再度合唱演出，但歌曲尚未落實。
關禮傑笑言慈善籌款唱粵曲比較適合，
不過遷就女兒可能要 Rap 唱新派粵
曲，而他兩父女自問也非五音不全，
然而都要先練歌。
關禮傑離開無綫未來會否減少跟
女兒合作的機會？他說：「也不會
的，現在已經又合作，跟公司只是
轉了部頭合作形式，但不是綑綁
式，我是在公司成長，有需要幫手仍
會繼續！」問到會否也有機會父女檔
拍劇？關禮傑坦言難度會較高也較緊
張，像拍戲罵女兒也沒所謂，反而是
自己可能較為大男人，不想在女兒面前
拍喊戲，給她看到自己柔弱的一面。關
楓馨亦笑說：「與爸爸拍劇會比較尷尬，
反而與不熟識的人會放鬆一點，和爸爸一起
做戲會緊張些！」

胡鴻鈞開騷 蔡思貝捧場
另外，胡鴻鈞於 11 月 26、27 日在
九展舉行首次售票演唱會，

▶ 關禮傑自認大
男人，不想在女兒
面前拍喊戲。

● 炎明熹與李幸倪師徒合
體演出受歡迎。
體演出受歡迎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聲夢傳
奇》冠軍炎明熹（Gigi）與導師李幸倪（Gin
Lee）師徒合體，以「雙G組合」為線上全新
音樂直播節目演出，Gin Lee先以一首《空
姐》打頭陣，其後更先後演唱《幸福門》、
《芝麻開門》、《雙雙》等首本名曲；Gigi則
演唱王菲經典歌《容易受傷的女人》及自己出
道作品《真話的清高》，全程網民反應熱烈，
不斷留言洗版，激讚二人唱功了得。
兩師徒雖在比賽後少了時間見面，但
Gin Lee 表示還是撇不掉老師身份；Gigi
謂：「Gin Lee老師有時仍會send長文訊息
關心自己，只是自己每天放學後除了做功

課還要準備工作和學唱歌練歌等，忙到有
時無回覆訊息。」她還即席向老師公開認
錯。Gin Lee很體諒理解Gigi辛苦，還說自
己的電話無論幾夜都隨時為 Gigi 準備好，
有任何心事都可以互相傾訴。
其後二人合唱《眼淚》，Gin Lee表示之
前比賽有建議過 Gigi 唱此曲，今次選擇合
唱《眼淚》是希望 Gigi 於個人歌唱事業能
繼續成長，得到好成績；過程中即使流
淚，有的都是因為得到好成績、歌曲感動
人心、幸福的眼淚。粉絲紛紛留言要求，
希望師徒二人將來能推出合唱歌，亦期待
Gin Lee快快開演唱會。

張慧儀母子做義工助病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張慧儀於
2006 年領養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孤兒張晃
維（Hanson），獨力撫養孩子成人，她對
患有心臟病孩童尤為關注，早前更出任
「兒童心臟基金會籌款事務委員會聯席主
席」，為呼籲大眾對病童的關愛，將舉辦
慈善運動日，於 10 月 16 日起以「先天性心
臟病童（「心童」）生命之旅」為主題的
相展打響頭炮，透過多個故事主角的人像
攝影，由「懷孕」到「長大成人」，呈現
心童的成長經歷、心路歷程、內心矛盾。
相片展覽當中展出張慧儀與愛兒 Hanson
的相片，見二人母子情深非常溫馨，慧儀
甜笑道：「其實阿仔都有少少怕醜，所以叫
佢入行拍嘢就唔好搞喇，但係呢次係慈善

活動，我咪諗吓偈仔氹佢亮相囉！可以母
子檔做善事真係好特別，平時都冇咩機會
咁影相，今次由著名攝影師 Martin Lui 操
刀，順便慳回攝影費影靚樣囉。」
慧儀榮升基金會主席，笑言與囝囝齊齊
做義工，可增母子感情：「其實囝囝手術
後，係奇跡康復得好好，所以我都想佢知
道要感恩，為社會付出，有機會都想一齊
做義工，其實呢啲係『身教』。」
慧儀在疫情下工作受到影響，要深思熟慮
才可接工作，她道：「之前有人邀請我返內
地拍劇，但來回隔離成個月，真係要諗掂阿
仔由邊個照顧呢？點知佢同我講『媽咪你放
張慧儀「
「升呢
升呢」
」做主席
做主席，
，
心去啦，我大個喇！』，我當刻呆一呆，感 ● 張慧儀
跟愛兒溫馨合照。
跟愛兒溫馨合照
。
覺佢真係成熟咗，家先放膽接工作。」

黃鴻升遺愛人間 捐出作品展覽收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 黃
鴻升（小鬼）的家人上月為其舉辦

▲ 黃鴻升去年因心臟病猝死
黃鴻升去年因心臟病猝死。
。

展覽《EVOLUTION》，展出小鬼
未公開的近 300 件藝術作品，展覽

在上月 26 日已順利落幕。
日前小鬼生前創作的虛擬角色
「Alien666」於 IG 發文表示，將展
覽售出的商品收入 80 萬新台幣（約
22.3 萬港元），捐給振興醫院心臟
醫學中心，讓小鬼的暖心能延續。
小鬼的妹妹也轉發「Alien666」的
帖文，寫道「感謝大家的幫忙，讓
我們又能對社會貢獻一份心力。」
◀ 黃鴻升創作出
黃鴻升創作出300
300件作品
件作品，
，盡
顯他的藝術才華。
顯他的藝術才華
。

陳法蓉自爆曾悔婚 洪欣被蔡少芬斷交一年懵然不知

李幸倪疼惜炎明熹 傾訴熱線全日開通

門票昨早開售，他笑言早上試過登入網站看售票
情況，也遇上系統繁忙入不到，都有點暗喜，希
望銷情會好。但他被網民質疑九展開騷門票
卻收紅館價錢？他即解釋：「我不知紅
館什麼價，我就覺得是物有所值，除了
可以看我演出，又可以來看綵排和拍
照。」今次只開兩場，胡鴻鈞表示都
希望加場，但也得看觀眾的反應而
定。提到觀眾期待他騷肌，胡鴻鈞笑
指大家到時看騷就會知道，不過肯定
是有跳舞環節，希望到時不會虐待到
大家的眼睛。當談到表演嘉賓，會否讓
緋聞女友蔡思貝亮相？他笑說：「她應該
會來看騷， 她唱得嗎？只知她演得！」
《善心滿載仁愛堂》是應屆港姐當選
後首次參與的大型慈善晚會，宋宛穎當晚
將參與魔術表演，她表示過去未接觸過魔
術，更沒有男士借魔術表演來追求她，所
以演出前心情有點緊張，會勤加綵排。慈
善晚會中亦將有三位神秘歌手參與演
出，梁凱晴與邵初有份參與估歌手
環節，兩人表示一直有聽廣
東流行曲，有信心能把
歌手猜出來。

● 蔡少芬坦言多年來朋友間總
有摩擦。
有摩擦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蔡少芬
（Ada）、洪欣、陳法蓉及朱茵4位閨蜜
相識超過20年，姊妹情深，有事會互為
對方出頭，但原來好姊妹亦有試過鬥氣，
互不瞅睬。蔡少芬就透露曾與洪欣絕交長
達一年。另外，陳法蓉則透露曾悔婚，因
為不想嫁給一個不了解自己的人。
蔡少芬於內地節目《請吃飯的姐姐》
中爆料，三個好姊妹亦曾經得罪過她，
特別提到險些要與洪欣絕交，Ada 坦言
多年來朋友間總有摩擦：「不可能永遠都
說好朋友沒事的，說實話她們每一個都
得罪過我，我有一年是完全不跟洪欣聯
繫的！」
Ada 續說那一年洪欣情緒出現問
題，令她無辜中箭慘受傷害：「那年我跟
她做了一個事情，我為了她付出很多，
但她那時候情緒有問題，整個好像變了
另一個人，然後讓我很不開心，受很大
的傷害。那時我跟自己說，我要跟她絕
交，我不會再找她了。可是別說我沒找
她，她一年也沒找
▼ 洪欣女兒
我。」
十分可愛。
十分可愛
。
蔡少芬指自己
跟洪欣經歷過
有一年完全沒
跟對方聯絡
上，但洪
欣懵然未有察
覺說：「我
那時真的不知
道 的 ， 哈
哈 ， 但 Ada
太愛我了，
對我又愛又
恨，沒辦
法 。 」
「但我不知

● 胡鴻鈞緊
張開騷的售票
情況。

● 洪欣自認常失聯
洪欣自認常失聯。
。
道！」蔡少芬帶點勞氣說：「說實話，
她們每一個都得罪過我！」幸好，Ada
最終沒再賭氣，主動找回洪欣，修補這
段難能可貴的閨蜜情。
事後洪欣在社交平台跟蔡少芬說：
「我
是神經比較大條！不是有意不聯繫，而
且我知道你是愛我的。」蔡少芬即回覆：
「我覺得，我被自己玩了！所以說，生氣
是好傻的，最傻。我告訴你！我又生氣
了！你現在知道了，要怎麼做？」

洪欣7歲女兒具明星相
今集另一爆點是陳法蓉自爆曾被求
婚，最終思前想後決定悔婚：「確實是有
一個男朋友跟我求婚，而且我答應了，
但是總覺得有事情是不對的，因為他送
我100樣東西，我99樣都不喜歡的。如
果我嫁給一個不了解我的人，在他的幻
想中我是另一個人，我也不會快樂的。」
此外，洪欣育有一對子女，大仔張鎬濂
現年21歲已加入娛樂圈做范丞丞的師弟，
而7歲女兒張晞彤長得可愛標致，之前試
過跟媽媽在時裝騷一起擔任模特兒，以母
女檔演出。日前洪欣又帶女兒一同出席活
動，晞彤身穿橙色裙襯喱士花花頭箍全程
拖實媽咪，十分可愛，樣子亦似足爸爸張
丹峰，年紀這麼小已經有明星相，大有潛
質跟哥哥一樣加入娛樂圈。

● 陳法蓉
自爆曾被求
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