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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鄭秀文（Sammi）作客TVB
娛樂新聞台節目《StarTalk》接受主播許文軒
（Edmond）專訪，大談相隔5年再開騷感受。
Sammi表示今次是第8次紅館演唱會，每次都有
不同的感受，Sammi說：「越嚟越多感恩，越來越
帶住謙卑的心去做，唔會飄飄然，因為有Fans支持
唔係必然，相比起第一次個唱，我個心濃烈得
多。」Sammi又指兩年前本應已開騷，但因耳水不
平衡而取消。她說：「當時我坐低都會暈下暈下，
有一個強烈感覺叫自己唔好開，因為開咗都對觀眾
唔公平，如果當時自己帶住瘋狂的表演方式同耳水
不平衡去做，我諗我一定暈低，最終兩個月後先冇
事。」
5 年前 Sammi 亦曾接受 Edmond 專訪，當時

Sammi剛剛搬出來自己住，並表示不愛入廚房煮
飯，Edmond反問Sammi這5年間發生什麼事令性
格突變，喜愛入廚房烹調美食？Sammi表示：「應
該兩三年前開始愛上煮嘢食。」問她是否關安仔
事，因跟復合時間好吻合？Sammi笑說：「好多嘢
加埋啦！一來有需要，二來想學，一齊生活都要有
人煮，(佢煮？) 佢唔識煮呀！(佢欣賞？) OK架！」
問到與安仔一齊生活跟以往有什麼不同？Sammi表
示：「多咗好多商量，多咗互相分享，大家分配家
庭事，廚房就我做，佢就煩啲生活小事。」

自覺領養更感動
Sammi亦表示現在跟結婚沒有太大分別，問到可
有人催婚？Sammi笑言：「自己一把年齡，都近半
百啦！唔駛催，不過眼見好多朋友的婚姻都好負面
同不如意，所以我對婚姻都唔係咁激動的一件事，
我覺得二人的相處好，一起到老係最緊要。(未
Ready？) 唔係，我好Ready，諗住一齊行到老。」
至於生育方面，Sammi表示幾年前已決定不要小
朋友，但為何接受領養？Sammi說：「我覺得領養
比自己生更感動，我20幾歲開始已經想領養，好多
人都問既然領養點解唔自己生？因為我覺得領養真
係震撼我的心多啲，所以我好佩服張慧儀同溫碧
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
鄧麗欣（Stephy）近日除了忙
於打理自家品牌及電影宣傳
外，加盟太陽娛樂文化後第一
主打國語單曲《一直追》今日
面世，歌曲亦剛完成MV拍
攝。相隔4年沒在港推出新歌
的Stephy坦言心情緊張，但聽
到Paco很滿意自己的表現時，
Stephy即時放下心頭大石。
Paco揚言將會力推Stephy，

除了電影上為她精心挑選好角
色外，亦會推出單曲，《一直
追》也是Paco親自為Stephy挑
選的作品。而Stephy在 MV中
造型多多，當中有斯文、型格
及高貴造型等，因此拍攝時間
長達兩天，再加上Stephy希望

給人跳出框框的感覺，所以為
了這首新歌，她挑戰Bungee
Jump，認真驚心動魄！Stephy
直言對她來說是非常大膽的嘗
試，跳下去時有種不能呼吸的

感覺，身體好像會飛走似的，
雖然初時從高處望下去時有點
害怕，但跳後覺得感覺超正，
她更對導演說：「好想玩多次
呀！」

香港文匯報訊吳啟華、蕭正楠及鄭俊弘
上周赴溫哥華和多倫多出席由TVB與新時
代電視聯袂舉行的《魅力凝聚新時代2014》

宣傳活動，與當地粉絲近距離接觸。三人先
抵達溫哥華，粉絲們早已在記者會會場守
候。記者會上，三人宣傳各自參與的TVB
劇集，另外鄭俊弘表示自己出生於溫哥華，
他非常高興能到自己出生的城市表演及獻
唱，見見溫哥華觀眾。
翌日，3位型男盛裝打扮一番，出席粉絲

晚會。席上，他們首先與觀眾打招呼，與台
下觀眾握手，引起全場哄動！為答謝當地觀
眾的支持，他們各自獻唱3首歌及跟觀眾大
玩遊戲，使現場氣氛高漲。此外，蕭正楠及
吳啟華也帶來精彩表演，蕭正楠以敏捷身手
與小球員表演動感十足的足球表演，帶來無
限驚喜；而吳啟華則與魔術師合作表演魔
術，施展隔空移動桌子及隔空碎玻璃杯，盡
顯功架，贏得全場掌聲！

中央社電影《等一個人咖啡》台灣票房破新台幣2億元，男主角布
魯斯前日生日，在慶功謝票會穿比基尼大騷結實身材，兌現破億承
諾。布魯斯還說，這套比基尼是他選的，其他兩套有荷葉裙，要穿就
該大方些，前天特地修比基尼線，但最近忙宣傳較少運動，肌肉線條
沒片中明顯，希望大家別介意。

香港文匯報訊白健恩（小白）
與演藝學院師姊及外國劇場幕後
精英合演的音樂劇《金瓶梅》將
於9月12至14日公演，當中小白

飾演西門慶。設計者和作曲家
George Chiang表示：「創作這齣
音樂劇的目標，並不只是向中國
人，而是向全世界傳揚這美妙的
中國小說。當中運用的音樂更混
合了流行搖滾和中國樂器，十分
獨特。」
George除了注重音樂編排外，

全劇以新創作英文歌曲串連故
事，對於服飾亦相當重視，各演
員的服飾改了多次，飾演女主角
潘金蓮的鍾浩賢打趣說：「冇問
題！其實小白有性感body，試西
門慶古裝造型又幾特別，所以如
果到最後西門慶可以赤裸上身可
能可以吸引更多粉絲買飛入
場！」不過最後服飾也合監製心
意，所以「西門慶」未能成功晒
身材。音樂劇眾演員非常合拍，
綵排亦已進入倒數階段。

布魯斯布魯斯穿比基尼謝票穿比基尼謝票

吳啟華施魔術冧加國迷

55年時間轉變大年時間轉變大

SammSammii為安仔為安仔
樂樂當當「「煮婦煮婦」」

白健恩演音樂劇版西門慶

Stephy跳出框框
挑戰Bungee Jump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李思穎）「玩具大
王」蔡志明兒子蔡加
讚，與甄子丹姨仔汪
圓圓於上周六誕下愛
情結晶品，趁着昨日
中秋節人月兩團圓大
好日子，剛榮升父母
的加讚和圓圓特地向
傳媒發出愛女小公主
的新生照片，跟大家
一起分享這份喜悅。
加讚和圓圓於昨日

黃昏時份，透過公關
公司向傳媒發出一張
B女照，大抵圓圓剛
分娩完，需時休息，

故此未見有他們一家三口的合照，相
片中，B女如像白衣天使，戴上白色
帽和白衣打扮，簡單整潔地在熟睡
中。雖然只出世幾日，BB女五官標
致，眼線長長，咀仔輪廓分明似爹
哋，又擁有媽咪的美人胚子，面色紅
潤的，十分可愛。而家讚和圓圓留
言：「請各位今晚早些收工回家，與
最愛家人一同慶祝中秋節！祝人月兩

團圓！」現時圓圓仍在醫院休息，未
有透露何時出院。

奶奶為新抱送湯水
圓圓誕下女兒，昨日仍留於沙田仁

安醫院，適逢是中秋佳節，奶奶蔡李
惠莉昨早12時許便率先到達為新抱
送上湯水，並禮貌地向傳媒恭祝中秋
節快樂，蔡太表示會跟圓圓慶祝。而
蔡加敏之後也帶着蛋糕現身，透露是
用作做節，大家即好奇問圓圓可以
吃？加敏笑道：「唔得啊，我哋食之
嘛。」蔡太除與圓圓慶祝外，還特地
派人購買熊仔月餅給各位傳媒，非常
體貼。
至於手持貼有熊仔貼紙鮮花的陳祉

妤隻身前來，同時帶着一袋禮物，逗
留約一小時後陳祉妤離開，透露已見
過BB女，大讚她很乖：「樣同佢哋
兩個都好似，圓圓現在休息緊，精神
好好。（咁有無話特別想食咩？）你
問返佢哋啦。」問到可會自薦做契
媽？陳祉妤表示兩人是朋友專誠前來
看BB而已。另外有人送上兩盤大蘭
花，但咭上只寫着圓圓名字，不知何
人送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林二汶
音樂會一連五場假藝術中心舉行，二汶
每場均邀請一位嘉賓以鋼琴演奏《最幸
運的人》，前晚尾場嘉賓是倫永亮，二
人更合唱《沙沙的雨》，杜德偉夫婦及
藍奕邦等亦有捧場支持。不過前晚「迎
月」夜發生了「蝦碌」事件，事緣倫永
亮欲拿着月餅提早與二汶迎月，他吃着
月餅時，一說笑竟禁不住將月餅噴到二
汶身上。

二汶跟倫永亮於演出前接受訪問，倫
永亮自爆剛才拿着月餅提早與二汶

「迎月」，卻沒想到來接受訪問的路程很
近，他只好將月餅狂吞入口，可是一說笑
竟禁不住將月餅噴到二汶身上認真失禮，
要向二汶講句不好意思。
二汶指跟At17舊拍檔盧凱彤在各自的音
樂會都曾選唱《沙沙的雨》，今次能跟原
唱者合唱份外開心，同時《最幸運的人》
這歌更是倫永亮為她而寫，希望以後會再

收到他創作的歌，倫永亮帶笑反問她是否
會繼續出碟，二汶坦言希望將來可以一齊
開騷。

欣賞二汶買專輯捧場
倫永亮表示他很欣賞二汶，第一次在

iTunes買歌就是買她的歌，二汶指她本來
準備了一張簽名專輯打算親手送給倫永
亮，但竟然忙亂中沒帶來，倫永亮笑謂他
其實有捧場，早買了她的專輯。

二汶於台上表白自己是一個非常幸運的
人，其生命中出現多個男人，台上已經有
五個。她坦言能跟台上這個男人結緣真想
不到，因為如果一個女人一生只等待一個
愛自己的男人或女人的話，那麼一個女歌
手的一生就是等這個，他就是倫永亮。倫
永亮出場即擁抱二汶，更為二汶伴奏和合
唱歌曲，並感謝對方給他機會上台，而收
到《最幸運的人》的歌詞他感動到眼濕
濕，到落台時二人又互拋飛吻道別。

「迎月」夜任表演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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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健恩及鍾浩賢分別飾演西門
慶、潘金蓮。

■■布魯斯穿比基尼布魯斯穿比基尼
慶祝票房大收慶祝票房大收。。

■■吳啟華玩遊戲時非常投入吳啟華玩遊戲時非常投入。。

■■右起右起：：蕭正楠蕭正楠、、
吳啟華及鄭俊弘日吳啟華及鄭俊弘日
前在加拿大為前在加拿大為TVBTVB
宣傳宣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