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吳若希(Jinny)與林盛斌(Bob)
及魔術師甄澤權(Louis)昨日到荃
灣出席無綫節目《至尊街頭魔法
王》宣傳活動，活動上三人拿着
咖啡表演魔術，阿 Bob 又拿
Jinny與大隻仔溫家偉的緋聞來
搞笑。
緋聞不斷的Jinny，近日與合
作拍劇集《衝線》的男演員溫家
偉及羅仲謙等傳出緋聞，而昨日
Jinny突然在社交網甫了一張與
男性朋友親暱合照，不過相中男
主角的樣被公仔圖案遮住，Jinny更寫上：「愛情是很神奇的事，他
不是最好的那個，但只要愛對了時間愛對了人，他會為你改變得更
好，你會陪他衝線，和他在一起會是你美好的時光。如果我們在一
起了，你們會祝福我們嗎？」有網民猜測相中男仔是大隻仔。
Jinny被問到是否有意公開戀情，她否認有此意思，又賣關子
說：「如果想知相中人就要睇今晚《衝線》大結局。」被問到是
否傳中的緋聞男友時，Jinny依然沒有正面回答，只說：「無論劇
集或生活中都想有啱嘅人出現，大家睇完結局就會知，如果有新
戀情公開，結局完咗之後會有更真實嘅嘢出來。」有指她自製新
聞搏宣傳？Jinny也不否認：「擺到明宣傳緊，我tag 咗《衝線》
同《美好的時光》。呢個幾星期我個社交網內容都係用劇集身份

去寫，自行定斷啦。 」
昨晚《衝》劇一班演員相

約食飯睇大結局，不過
Jinny因要到澳門工作搵真
銀而缺席。她續稱隨着劇集
大結局，緋聞都會告一段
落。問到大隻仔是否無機
會？她指對方是一個知心及
交到心的好朋友。至於能否
有進一步發展，她就不排除
可能性：「睇吓點。」她
又透露之前拍了一條短片很
好笑，因為近日社會上很多
唔開心的新聞，希望可以娛
樂大家。
另外，日前Jinny出席

活動時被指容貌有變，鼻
樑變高。對於被指疑似整
容，Jinny 就解釋當日因
為不是在家中化妝，加上
髮型屋的燈光偏黃，及當
日鼻影打重了，大家不用
緊張。

A26 文匯娛樂娛樂世界 ■責任編輯：梅馨文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15年3月28日（星期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娜 北京直擊）台灣人氣樂隊
蘇打綠昨日現身北京萬豪酒店，舉行「蘇打綠2015 World
Tour 再遇見」記者會，宣布新一輪巡唱正式啟動。他們除
了宣布將於19個城市開騷外，小威和阿福先後被爆當爸，
可謂喜上加喜。
蘇打綠以一身藍綠色打扮現身，因上次巡唱主題是十周

年，所以只在十個地方演出，他們透露受到很多其他城市
的求救訊息，希望他們赴當地開騷，所以今次巡迴將會去
19個城市開騷，與歌迷多些接觸。大會更安排一個沙畫大
師即場用沙畫展示將會開騷的城市，當中包括香港、韓
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地，而首場將於5月在北京工
人體育館展開。不過，蘇打綠卻笑言看不明白大師在畫甚
麼，非常搞笑。

武漢歌迷最熱情
席間，談到去年在多個地方演出，他們謂武漢地方雖小，

但歌迷最熱情。當然小威在香港場求婚一事也再被拿出來
說，他更被爆今年會有小朋友，青峰還因此得了「送子哥」
的稱號。小威稱已過了三個月，可以說出來，但就還不知道
BB的性別。
小威還不感寂寞，爆隊友阿福也當爸。阿福透露之前一直

很緊張，直至前日才知道是懷男嬰，大家知道後，都替他感
到開心。不過，二人都說BB是男是女都無所謂。
記招上，蘇打綠獻唱了幾首歌，當青峰將咪高峰遞給成

員劉家凱時，家凱可能表演得太投入，一時不慎將咪高峰
撞到青峰，當堂令青峰見紅，青峰無奈打趣笑道：「你有
沒有被人含血噴過，你現在要不要試試？」事後青峰報平
安指並無大礙。

戲中井柏然在《捉妖記》中再受
演技考驗，飾演一個精通烹飪

的「家庭煮夫」，更在戲中意外懷孕
生下「小胡巴」。首度破格演出的井
柏然在現場除被一眾演員打趣外，更
在現場慫恿下被鍾漢良霸氣「壁
咚」，被全場調侃這對「情侶檔」才
是戲中真愛。

「天橙」組合演萌妖
導演許誠毅透露，電影中負責賣萌
的當然不只CG特效主角「小妖王」
胡巴，戲中還可以看到一群萌妖瘋狂
賣萌，其中就包括天天、Cindy。天
天和Cindy在片中飾演一對萌妖，這
是兩人自《爸爸去哪兒》後首次合
作，亦是「佳偶天橙」組合第一次出
演古裝。當日，Cindy再度變身「風
一樣的女子」，在台上滿場飛奔，活
潑可愛的個性十分招人喜愛。
發布會現場，每位演員各有一個關
鍵詞介紹其角色，而日前新增的角色
湯唯和姚晨的關鍵詞竟是「人妖」，
轟動全場。湯唯隨即解釋道，在戲中
她和姚晨飾演的捉妖天師，時常會引
發人和妖之間的戰爭。
首次出演古裝喜劇的湯唯非常享受
這個角色。談及演出感受，湯唯表示

在片場high到停不下來，每天從頭蹦
到尾，她更自爆：「我小時候跟Cin-
dy一模一樣，多動症，能把床蹦出個
洞來。」湯唯現場更是童心大發，和
天天Cindy一起蹦蹦跳跳，玩得相當
愉快。

姚晨是《史力加》粉絲
姚晨則已經很久沒有出演古裝喜

劇，此次回歸也得心應手，更在戲裡
有顛覆性的形象出現，笑料百出。姚
晨透露：「之前就特別喜歡《史力
加》，見到導演就說終於知道為什麼
史力加長那樣了，還特別跟導演強調
不要客氣怎麼折騰都行，結果導演還
真的沒客氣，工作人員都在說犧牲太
大了，在一個戲裡糟踐得夠厲害。」
導演許誠毅除是家喻戶曉的史力加

之父外，此前還參與過《功夫熊
貓》、《荒失失奇兵》的動畫製作，
是荷里活動畫界首位獲此盛名的香港
導演。對本片中他親手繪製設計的
主角胡巴，他表示信心十足，稱
「人氣會高過『師兄』史力加」。
製片人江志強更透露，《捉妖記》
的投資已超過《英雄》、《臥虎藏
龍》等巨製，並將配合荷里活頂級幕
後團隊全力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鄧
萃雯昨日到數碼電台接受劉美娟的節
目訪問，兩人大談已相識30載，但
從未有合作機會，這趟可說是首次合
作。
雯女在訪問中提到，經常被街坊問

得最多是「何時再拍劇」，她表示之
前都是兩年先拍一部劇，對上一套是
半年前拍的內地劇，隨後或會接拍電
影。雯女否認要減產拍劇，只是不希
望自己一直都辛苦勞碌，像隻牛般。
劉美娟即笑她是「鄧萃牛」。雯女又

指：「雖然兩年才拍一部劇，並經常留在香港，可是朋友誤以為我不
在港沒找我，還以為我放棄香港巿場。」
雯女因為曾經歷過一次負資產，需從頭開始，從而便一直做下去，

但她發覺自己人生錯過不少事情及回憶，眼看身邊很多年紀相若的朋
友，早已結婚生仔，孩子都幾歲大，可是她連朋友的婚禮都錯過。雯
女坦言亦想結婚，但不會考慮生小朋友，問是否會投放時間在拍拖
上？她說：「我道門沒有關，只是香港藝人拍拖有很大壓力，或者遇
上時要離開香港發展，錫我的人請放我一馬，留給我一些空間。」
另劉美娟對吳綺莉被指虐女事件，她表示沒有再留意事件之後的動

向，也不想再作回應。

中央社電 內地歌唱節目《我是歌
手3》進入總決賽，參賽歌手可邀藝
人搭檔合唱，A-Lin邀信，韓紅請陳
奕迅，陶喆則幫胡彥斌助陣。
《我是歌手3》收視亮眼，賽程進

入總決賽，參賽歌手有李健、胡彥
斌、The One（鄭淳元）、譚維維、
A-Lin、孫楠、韓紅，昨晚播出，第1
輪幫唱將淘汰1人，第2輪兩兩對決
選一，最後3人出線再票選出冠軍。

幫唱名單出爐後，讓觀眾更期待總決賽，陳奕迅、陶喆、信等人將各
自為不同歌手幫唱助陣，台灣代表A-Lin要與信重現合唱曲《狂風裡擁
抱》，兩人同台飆唱大騷爆發力，將震撼全場。
陳奕迅與韓紅合唱陳奕迅成名作《十年》，兩人也對歌曲改動不小，

更能展現韓紅演唱特色。
陶喆和胡彥斌曾是內地歌唱節目《全能星戰》戰友，攜手合作演唱
《黑色柳丁》，在編曲上，陶喆多尊重以改編歌曲見長的胡彥斌意見，
期待兩人合作能讓全場沸騰High翻天。
此外，孫楠與內地男高音戴玉強唱《你快回來》及《今夜無人入

睡》組曲；李健與吳秀波合唱《朋友》及《和自己賽跑的人》組
曲；The One邀韓國歌手Lyn演唱《I Believe》；譚維維和崔健合唱
《魚鳥之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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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唯片場跳跳扎
■■蘇打綠宣布新一輪巡唱正式啟動蘇打綠宣布新一輪巡唱正式啟動，，將於將於1919個城市開騷個城市開騷。。

首 演 古 裝 喜 劇 非 常 享 受

時時
香港文匯報訊 由「史力加之父」許誠毅執

導的魔幻爆笑電影《捉妖記》前日在北京舉

行發布會。製片人江志強、導演許誠毅帶同

主角「胡巴」及白百何、井柏然、鍾漢良、

湯唯、姚晨等演員齊齊亮相。首次出演古裝

喜劇的湯唯，非常享受今次演出，更自爆小

時候跟Cindy一樣是「風一樣的女子」，而

她在片場也high到停不下來。

■■小威和阿福先後當爸小威和阿福先後當爸，，青峰青峰
因此得了因此得了「「送子哥送子哥」」的稱號的稱號。。

蘇打綠巡唱記招添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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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離港發展戀情
鄧萃雯坦言恨結婚

《我是歌手3》總決賽
陶喆陳奕迅幫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焯羚）在亞視風雨飄搖
的日子裡，還是見到有不少人支持他們。香港
浸會大學尚志會理事及超藝理想文化學會榮譽
會長陳復生就將親自監製及主持的新資訊節目
《復興新生系列》在3月30日起逢星期一至星
期五晚上10時25分於本港台播出，首系列先推
出《世說論語》，因為《論語》中尊崇的仁、
義、禮、智、信，妙句道出為人處世之道，跟
現今普世價值觀有異曲同工之妙。《世說論
語》就透過邀請世界著名的學者專家、時政要
人，通過訪談，了解他們的文化內涵，《論
語》對他們為人處世的啟發，務求令觀眾明白
深入淺出的道理。向社會發放正能量。
首集嘉賓是香港浸會大學前校長、尚志會創
辦人及澳門大學校董會顧問謝志偉博士，大家
熟悉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中國前外交

部部長及中國公共外交協會會長李肇星、前港
督尤德爵士夫人、何文匯教授和費樂仁教授等
陸續登場。
陳復生表示自己提供節目給亞視播是零收費

兼幫手找贊助商。希望也為社會安定團結貢獻
一份力量。節目由她的超藝公司自己攝製，自
己親自主持，目前己拍了30集了，預計拍過超
過100集。這是她89年退出後首度正式復出主
持。陳復生又計劃圍繞節目主題舉行徵文比
賽，分大學、中學、小學組，前五名有獎金兼
可以去北京及孔子故鄉社參觀遊覽。

女兒明年畢業想當演員
說到她一對兒女都漸長大了，而且因為外形

不錯常被星探邀請，而且他們都對演藝圈有興
趣，一下子令她很頭痛。她一直不希望子女入

行，要求他們讀大學做專業人士，他們都很聽
話，誰知女兒表明喜歡演戲，明年大學畢業後
就投入表演行業，她勸告這行很辛苦，又不一
定紅，誰知女兒說：「我不需要走紅，我想當
演員，不是要當明星。」她拿女兒沒辦法。

陳復生主持《世說論語》提供節目拉贊助撐亞視

■■魔術師甄澤權魔術師甄澤權（（中中））率吳若希率吳若希
（（左左））與林盛斌表演魔術與林盛斌表演魔術。。

■吳若希昨日的親暱合照，令網
友齊競猜男主角是誰。 網上圖片

■陳復生將親自監製及主持新資訊節目《復興
新生系列》。

無無 停停

■導演許誠毅帶同主角「胡巴」，偕白百何、井柏然、鍾漢良、湯唯、姚
晨、天天及Cindy等演員齊齊賣萌。

■■鍾漢良向井柏然鍾漢良向井柏然
霸氣霸氣「「壁咚壁咚」。」。

■■湯唯自爆小湯唯自爆小
時候跟時候跟 CindyCindy
一樣是一樣是「「風一風一
樣的女子樣的女子」。」。

新華社新華社

■■鄧萃雯鄧萃雯((右右))與劉美娟已相與劉美娟已相
識識3030載載。。

■■陳奕迅陳奕迅((右右))與陶與陶喆喆分別為韓分別為韓
紅紅、、胡彥斌助陣胡彥斌助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