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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逆流，
順逆流
，依然金光燦爛 2014 演
唱會》
唱會
》 前晚來到第二場演出
前晚來到第二場演出，
，
小鳳姐請來了費玉清、
小鳳姐請來了費玉清
、 盧海鵬
及陳奐仁 3 位嘉賓
位嘉賓，
， 當中以盧
海鵬最為爆笑，
海鵬最為爆笑
， 他以一身波點
裙現身兼戴上長長假髮扮小鳳
加強搞笑效果，
加強搞笑效果
， 相反
相反「
「 正版小
鳳姐」
鳳姐
」 的好身材讓費玉清也誇
■費玉清與小鳳
姐合唱。

「我的身材係綁出嚟的！」
我的身材係綁出嚟的！」

徐小鳳 自

綁出
爆 好身材

「扮嘢王」盧海鵬曾在熒幕前多次穿上波點裙扮
小鳳姐，今次他繼續以小鳳姐的經典黑白波

點造型登場，卻襯上一對涼鞋，騎呢度十足，不過博得
全場笑聲。鵬哥又以日文高歌一曲《柔道龍虎榜》，唱
得七情上面，台上除自封是大鳳外，更搞笑說：「你成
家姓徐都來撐你場，和音又姓徐，我又姓徐，音樂領班
又姓徐，全部除清光。」

鵬哥早自備胸圍
小鳳姐對於鵬哥的造型哭笑不得，更表示：「你知唔
知當我第一次喺電視機見到你着我仲波波點裙行出來的
時候，我個心情好複雜。」鵬哥則搶着說：「那時仲着
得落，而家件衫好窄，唔知點解件衫唔啱着，凸晒個肚
腩出來，都唔使戴嗰啲嘢，呢個我自己嘅！」小鳳姐笑
問他：「聽講你去咗買胸圍？」鵬哥說：「我家都唔
啱着，如果戴埋落去就死火。」小鳳姐又笑說：「每次
見佢着成咁，我既開心又傷心，佢着到好似藥膏咁。」

Loo凸
k 腩踩場

讚連連，小鳳姐對此直說：

盧海鵬的黑白波點裙明
■
顯衣不稱身，凸出肚腩。

姐 ， 可惜衣不稱身肚腩凸出
可惜衣不稱身肚腩凸出，
，

■小鳳姐一見盧海
鵬的服裝配搭即時
笑到肚痛。

林
■文龍、徐少強兒子徐偉
棟與盧惠光等現場對戲。

盧海鵬波點裙

小
■鳳姐十分感激陳奐仁的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 《 徐小鳳走過

林文龍曾投考警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林文龍、
徐少強兒子徐偉棟與盧惠光等人昨日為港
台微電影《毒蘋果》到舊式屋拍攝，扮
演警察的林文龍笑言再重操故業，並稱年
輕時曾投考警察，但因家人擔心他安全，
極力反對下才沒有做警察。問到女兒長大
後會否干涉她做甚麼工作？林文龍表示會
讓她自由發揮，他說：「做差人都好，又
不是做賊，其實沒想到太長遠。」文龍指
女兒在報章或電視上有看過爸爸的出現，
並開始習已為常。笑問女兒有否遺傳他與
太太的表演慾？文龍說：「都有，但要長
大後才算，至少讀完書後。」他又稱不會
讓女兒做童星，希望她在正常及健康的環
境下成長，不想有其他事影響到學業。
早前亞視宣布開拍《新天蠶變》並有意
找徐少強兩父子演出，昨日徐偉棟直認亞
視曾有洽商，但細節仍未落實，他說：
「自己都好想做，因為是父親的成名作，
想做他的角色。」不過，徐偉棟表示父親
在內地工作很忙，連見子女的時間也很
難，如果亞視真的要開拍就便盡快度期。
至於會否拉攏妹妹徐穎一起演出，他
說：「她現在做主持工作為主，我都希望
和她一起演出，或者寫一個新角色給她，
就算重拍舊劇都可以有新突破。」

登台必唱小鳳姐歌
另一位嘉賓台灣小哥費玉清出場時也大受歡迎，他以
半鹹半淡廣東話說：「好開心來到做『加冰』（嘉
賓），係十分榮幸。」小鳳姐則示意他不如講國語，觀
眾會聽得明白。之後兩人更一起合唱。
費玉清表示小鳳姐是其啟蒙老師，他每次出外登台演
出也唱小鳳姐的歌。小鳳姐笑說：「你真係幸褔去咁多
地方，我都冇去咁多地方。」
小鳳姐問費玉清的樣子怎能夠比以前還年輕？費玉清
笑言因為他常唱歌，有很多知音朋友，令他好似食了補
品一樣；他又禮尚往來，勁讚小鳳姐身材十足美人魚般
線條優美。小鳳姐亦笑說：「我借畀你着你都一樣優
美，因為係有個秘密的，係着咗唔可以坐，只可以企喺
度。」其間，費玉清不時讚小鳳姐身材賞心悅目，小鳳
姐表示不要老說她的身材，更笑謂：「我的身材係綁出
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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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敏莉生兩個夠晒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慧妍雅集
成員曹敏莉、張嘉兒、朱凱婷、周美欣及
唐麗球等人昨日出席《不一樣的天空》活
動，進行呼吸機庫項目支票頒贈儀式，並
送一百隻愛心熊公仔給住院的小朋友。會
長曹敏莉表示慧妍累積兩年來用超過 100
萬的捐款幫助小朋友，讓他們有尺寸合適
的呼吸機使用。
已為人母的曹敏莉表示早前到醫院探訪
患病院童，知道作為媽媽會特別緊張小朋
友的需要，所以特別找一批體積較小的呼
吸機。昨日見她已纖瘦不少，曹敏莉笑言
仍需努力多減磅，但忙於湊小朋友就能自
然減磅。問她會否再追第三胎？她坦言兩
個已經足夠，寧願將愛分給其他小朋友，
像早前她有帶大女去探訪活動，讓她感受
一下其他人的生活處境。

小鳳姐嘆阿Lam難扮
想不到除鵬哥外，費玉清與小鳳姐都愛扮嘢，台上紛
紛獻技，小鳳姐扮演阿 Lam 林子祥腔唱歌，她笑言阿
Lam是很難扮的歌手，而費玉清則扮張學友及周華健，
不過當他扮學友唱歌時，自己也忍不住兩度笑起來。
此外，小鳳姐被陳奐仁所感動，因小鳳姐是前日中午
時候才邀請陳奐仁來做嘉賓，他即一口答應。

G.E.M.感性留言粉絲擔心

香港文匯報訊 憑節目
《我是歌手2》火速在內
地竄紅的鄧紫棋（G.E.
M.），未知是否因人紅是
非自然多，還是受比賽壓
力影響，G.E.M.前日下午
還開開心心表示自己在錄
影現場抽到同一個出場號
碼，但至昨早她在微博有
感而發地寫道：「當你看
到人一次又一次又一次重
■G.E.M.
複犯着同一個錯誤，你還
會選擇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堅持，忍耐並且原諒？
對於未來會如何，我永遠不會預料得到哪一種決定最好，
最不會後悔。我只知道，在我22歲的這一年，我還做不
到。」未知是否在前晚的比賽，G.E.M.出現了失誤？無
論如何，向來開朗的G.E.M.突然感性留言，令她的百萬
粉絲團非常擔心，粉絲們紛為G.E.M.打氣，着她相信自
己。

周美欣定30歲前生B
很喜歡小朋友的周美欣坦言未入行前曾
想過做幼稚園教師，並想在 27 歲時結婚生
仔，但現實出來社會工作後發覺女性不可
以太早生，將目標定在 30 歲前生子。問她
現在可有結婚對象，她說：「沒有，也不
知是否有追求者，自己很怕被騙，所以拍
拖前會先了解清楚對方。」

高海寧

■ 泰 臣 ( 中) 扮 演
鄭多燕率領現場
人士健身。

或扮全智賢吻泰臣

香港文匯報訊 高海寧（高Ling）昨日與泰臣於西貢蠔
涌為無綫綜藝節目《瀛真扮嘢王》拍攝外景。扮演韓
國健身女王鄭多燕的泰臣更戴上 nude bra 上陣大露
事業線，把同場相同打扮的高 Ling 比下去，相當
搞笑。
泰臣笑言首集將以韓國重口味為主題，是次有
事業線效果全因自己努力把全身肌肉谷上胸部。
高Ling則謂：「我沒有他那麼搏，天氣好凍所以穿
了打底衫，但腰部還是很冷。」她續言在此節目會
有多個不同造型，例如扮演掃地姐姐和近期熱爆全城
的全智賢，「近來朋友之間第一句就是問大家有沒有追
《來自星星的你》，不看便落伍了！」高 Ling 又謂扮全
智賢時可能會跟泰臣擁吻，不介意對方滿面鬍鬚，因節目
始終以搞笑為主。豈料泰臣聞言後即謂：「本來我都想要
求，你想就最好！」

泰臣唔想場場扮女人

■露出小蠻
腰的高海寧
呻凍。

問到泰臣可會全個節目均扮女人？他透露稍後會有多個經
典電影的角色造型，例如會扮《金雞 sss》中的吳君如，他
說：「我不介意節目大部分以女人扮相出現，但
都會有數場做回男人，如果全部扮女人怕大
家接受不來，要讓人知我是剛陽男子！」
此外，高 Ling 表示要延續「福綠壽」
精神，泰臣聞言後又謂：「好！加你和
小寶就可以做高矮肥！」

沈震軒不介意
「執三攤」演出

香港文匯報訊
森美早前因病辭演
無綫新劇《使徒行
者》，有傳森美角
色將由馬德鐘頂
上，至近日才決定
換上沈震軒，沈震
軒昨日便假電視城
為《使》劇試造
型，對於被指「執
三攤」一事，他豁
達地說︰「我做什
麼角色都不介意，
能發揮便可，而且
我原來都是跑龍套
出身，最重要做好
自己，看過劇本後都覺得該角色不太適合
馬德鐘做。」他續言起初得知此消息亦感
突然，因監製致電他時正在拍攝《大藥
坊》，剛巧前日完成拍攝有檔期，不會影
響其他劇集便答應其要求。
此外，談到森美的角色與陳敏之有激吻
戲份，沈震軒笑言昨早才重新看劇本，仍
未看到那場，不過本與敏之熟絡的他亦很
期待。他又指自己本身在《使》劇已有角
色，今次頂替森美後，自己原有的角色會
換上鄧健泓，那為何不叫監製直接安排鄧
健泓做森美辭演的角色，要「換上換」如
此麻煩？他只說︰「我也不知，森美的角
色是臥底，監製跟說我有亦正亦邪的感
覺。（較喜歡哪個角色？）2個都OK，但
森美的角色跟我原本的完全相反。」
沈
■震軒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思穎）梁小
冰、莊思敏、羅霖及
張國強等前晚出席春
茗活動，其中小冰完
成兩場舞台劇《神勇
女殺手決戰霹靂黑玫
瑰》休息一天，可以
抽時間吃餐飯，昨晚
再投入演出。
小冰透露今次演女
殺手打足兩小時，她
笑指自己一個打走 17
個，腳踢到上頭頂， ■ 梁小冰
梁小冰(( 左) 與羅霖前晚盛
真可媲美葉問，要是
裝出席春茗活動。
裝出席春茗活動
。
有動作演員選舉，她
一定拿最佳新人獎。不過在第二場演出時卻發生了意
外，她一身近似神奇女俠的內衣褲加腰帶的女殺手裝
束，臨出場前其胸前的拉鏈卡着拉不上，只好用兩個
小扣針緊扣拉鏈位，但動作連場後感覺拉鏈又在爆
開，衫也跌下來，幸轉場時從台下找到一位裁縫師傅
急忙將拉鏈車好，後段才順利演出未有走光。

延續「福綠壽」搞笑精神

梁小冰演女殺手打到爆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