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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宗憲不准女兒35歲前嫁人
中央社電 台灣節目
《小明星大跟班》由綜
藝天王吳宗憲與吳姍儒
一起主持，明日將播出
「前世情人穿婚紗」單
元，邀來未婚女藝人穿
上婚紗，並對父親真情
告白。期間吳姍儒表明
喜歡來賓何嘉文的婚紗
照風格，吳宗憲聽見女
兒願望，立刻警告：
「妳 35 歲以後才准結
婚」，讓吳姍儒撒嬌直說：「太晚了。」當吳姍儒換
上婚紗壓軸現身，吳宗憲一度不敢直視，吳姍儒調皮
問爸爸：「婚紗會太露嗎？」還特地轉身大騷美背，
又故意問：「你怎麼沒有哭？」吳宗憲卻淡定回說：
「有什麼好哭的？」場面搞笑。

GY!BE給港迷雙重享受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陳 敏
娜）加拿大後搖
滾 樂 隊
Godspeed You!
Black Emperor
（GY!BE）相隔
3年重臨香江，
前晚假麥花臣場館舉行演唱會，吸引大批樂迷來捧
場。他們帶來《Hope Drone》等作品，加上以4部菲
林機投射的菲林影像，讓歌迷同時獲得視覺及聽覺雙
重享受。

劉曉慶加國演《武則天》
新 華 社 電
前日，劉曉慶
在加拿大多倫
多巴西特劇場
上演的大型話
劇《武則天》
中飾演武則
天。當天，大
型話劇《武則
天》在多倫多上演。這部話劇由天津人民藝術劇院劇
組演出、劉曉慶領銜。該劇以公元684年武則天垂簾
改制、登基前夜為故事背景，講述了武則天決心成為
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皇帝的動機和心理過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
全）歌手顧芮寧（Elaine）前晚於
九展舉行音樂會，邀得譚詠
麟、鄧健明（Joey Tang）、Mr.
成員Ronny及MJ等擔任嘉賓。
Elaine 身穿黑色Deep V連

身短褲襯高跟鞋出場，手拿電
結他自彈自唱幾首rock歌，她
表示等了很久才有人生第一場
音樂會，接又彈琵琶，贏得
不少掌聲支持。到嘉賓 Joey
Tang出場齊拿結他合唱，

Elaine 笑指當初來港便要跟
Joey Tang錄廣東歌，但她根
本不懂廣東話，故錄了很久也
完成不到，令對方好「頭
痕」。
「校長」譚詠麟以壓軸嘉賓

出場跟Elaine合唱，將氣氛立
即提升，不少觀眾都站起身。
校長笑言自己一早就在後面看
騷，還讚賞Elaine是中國年輕
版Tina Turner，看到一個香
港沒有的歌手，能文能武，但
唱歌仍一般，尚有好大進步空
間，不過音樂領域好大，可以

代表香港新一代及不同的音樂
愛好者。校長又寄語Elaine：
「妳要記住今晚，五年後才叫
扎實於樂壇，展開你的翅
膀！」Elaine亦答謝校長讓她
有機會在香港發展，於結尾亦
哭唱出《三千公里的理
想》。

獲校長力撐受感動
完騷後接受訪問，Elaine坦
言獲校長力撐而感動，音樂更
是她一直的理想。校長亦讚
Elaine人緣好拍得住他，為人

又不怕蝕底肯捱苦。校長坦言
最初都擔心她演出時會「騰
雞」，開場是有點不穩定，但
感覺愈做愈好。Elaine表示不
介意校長在台上當眾說她唱得
一般，因校長當她是自己人才
提醒她，故此會繼續努力，不
過也覺得開場時所穿的高跟鞋
太高影響了演出。再問校長會
否親自教Elaine 唱歌？他笑
說：「我不會專注教人唱歌，
我驚會打人，人家就虎爸虎
媽，我就是虎教練，怕她會驚
了我！」

拒教顧芮寧唱歌譚詠麟自封虎教練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吳文釗）陳智燊
（Jason）與宋熙年
（Sarah）昨日情侶
檔出席「雅蘭床褥
50周年慶典」，獲
大會送贈50年床具
用品通行證，他們笑
言今後可以每年都換
床褥，以及為生小朋
友作準備。
已第二次情侶檔出

席活動的二人，笑言
合 作 很 有 火 花 ，
Jason說：「因為我
們太熟，會毫無保留
地不客氣。」Sarah
就笑指Jason是她的
師兄，每次合作都很
好玩，取笑她仍未改
口叫Jason時，Jason
護妻表示他自己仍是
叫對方做宋小姐，他
說：「近年她開始叫
我做陳生，好尊重，
好像我話事，有高層
的感覺，其實我只是

給意見。」問到婚禮
籌備進展，Jason表
示 12月先在香港擺
酒，現在正物色場
地，希望到時不會與
頒獎禮撞期。度蜜月
方面，Jason為製造
驚喜打算偷走Sarah
的護照，他說：「她
很喜歡旅行，尤其是

陽光與海灘的地方，
有得飛就得。」至於
造人大計，Jason希
望先完成婚禮，有計
劃地一步一步來，他
說：「送了50年通
行證，床方面不用擔
心，加成員都不驚，
一年換一張床褥都
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
慶全）關楚耀、林曉培
（Shino）與樂隊 Soler 將
於四月底舉行音樂會，昨
日記者會上，四人合唱重
新改編的《愛情陷阱》，
關楚耀唱到好high跳了落
台，又將簽名海報拋給現
場觀眾。
關楚耀被拍到跟韓籍女

友逛街慶祝生日，他坦言
有為女友親自下廚，將本
身喜愛的菜式加入女友喜
歡的口味，第一次煮出來
也獲女友讚賞。他表示自

己於台灣開了間餐廳，女
友亦有幫他想些新菜式。
女友是否已是老闆娘？他
笑說：「不是啦，給點意
見吧！」關楚耀透露跟女
友拍拖5個月，也很久沒
試過拍拖，有種心花怒放
的感覺，因此做起什麼事
也特別起勁，他更不諱言
帶過女友見家長，亦獲得
不錯的評價，都OK。
林曉培跟Soler已是第二

次合作，今次加入關楚
耀 ， 演 出 時 會 一 起
crossover。 Shino 曾 跟

Soler合唱葡萄牙文歌，她
即場哼了一句說自己還記
得歌詞，而Soler 亦有為
Shino寫過歌，新專輯都
有收錄這作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
蕊 孟冰 重慶報道）前
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
局2016年紀錄片重點扶持
項目、北京電視台大型系
列紀錄片《解放》，在重
慶紅岩革命紀念館舉行了
啟動儀式。
為獻禮中國共產黨建黨

95周年，大型系列紀錄片
《解放》正式開拍。該片

以抗戰勝利到新中國成立
初期為主體時間段，以解
放戰爭中歷次重大戰役及
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政
權為背景，以前仆後繼、
全力支援的中國人民為重
點塑造形象，通過生動的
故事、權威的檔案、豐富
的視聽呈現手段為觀眾們
描繪一幅氣壯山河、魚水
情深的解放圖景。

在正式啟動之前，《解
放》創作團隊已經進行了
長達半年多的前期採訪，
足跡遍佈黑龍江、江蘇、
安徽、陝西、新疆、西
藏、雲南等17個省份，深
入大大小小50餘個地方，
尋訪革命舊址、搜集珍貴
檔案，採訪相關專家、親
歷者，發掘出了大量珍貴
的第一手資料。

《解放》在渝開拍 獻禮建黨95周年

關楚耀已帶韓籍女友見家長將來家庭成員或增多
智燊熙年每年換床褥

趙薇近期再執導筒，忙拍攝電影《沒有別的
愛》，昨日是她40歲生日，正式步入不惑

之年，雖然生日也是在工作中度過，但劇組人
員特別為趙導演辦了個特別生日會，藝人楊子
姍、王森特別趕來探班慶生。

陳坤李冰冰祝拍攝順利
一班圈中好友韓紅、李冰冰及陳坤等人紛留

言祝福。向來視趙薇為親人的韓紅道：「我最
愛的你，我們的親情已經超過15年之久了，我
看你從小女孩到女人，再到別人妻子，到母

親，一路走來，磕磕絆絆……我常會心疼你，
為你捏一把汗，感謝你帶給我家人般的溫暖，
此生惟願相守，祝偉大的你，生日快樂，平安
幸福！」李冰冰則說：「酒在手，一起走！親
愛的趙導@趙薇 生快！！！今年新作拍攝順
利，坐等給你慶功～」陳坤賀壽之餘，則關心
好友導戲時注意好身體，拍攝一切順利。
而18年前與趙薇合拍《還珠格格》的拍檔林
心如、蘇有朋，以及范冰冰都有留言祝福。
「紫薇」林心如晒出與「小燕子」趙薇的舊合
照，她感性留言：「親愛的親愛的～生日快樂

喔……永遠不變的情誼，永遠不變的祝福～永
遠永遠的平安喜樂……love u！」
范冰冰早年曾與趙薇傳不和，但近年二人似

乎變friend，范冰冰貼出二人並肩同行的背影
照，更以「趙薇」名宇玩食字留言送祝福：
「希望陽光一直『趙』你，『薇』笑永遠陪
你！趙薇，生日快樂，新戲拍攝順利！愛你
哦！」

直言不覺范冰冰漂亮
趙薇與范冰冰的不合傳聞至今仍不時被外界

調侃，近日趙薇為內地綜藝節目《奇葩說》擔
任嘉賓，席間主持人馬東問趙薇：「是否覺得
范冰冰漂亮？」，趙薇霸氣地說：「這是我的
主場，所以不覺得！」她的機智回答更贏得全
場觀眾喝彩。
另外，主持人又問起了趙薇背後那個據說由

劉嘉玲、王菲等巨星組成的「天后麻雀團」，
趙薇澄清說：「我從來不打麻將，也從來不跟
她們打麻雀，她們打也不叫我。」此話一出令
在場人士大感詫異。

香港文匯報訊內地女星趙薇昨日40歲牛一，趙薇一班圈中好友林心如、韓紅與

李冰冰等攬實壽星女合照祝賀。至於曾與趙薇傳不和的范冰冰，昨日亦在微博上

載二人肩並肩同行的背影照，並用「趙薇」名字玩食字留言送祝福，相當有心。

好 友愛的祝福賀步入不惑之年好友愛的祝福賀步入不惑之年

趙薇忙執導趙薇忙執導
片場慶生片場慶生

■■穿上婚紗的吳姍儒手穿上婚紗的吳姍儒手
繞父親吳宗憲進場繞父親吳宗憲進場。。

■大型話劇《武則天》登陸多倫多。

■陳智燊與宋熙年獲贈50
年床具用品通行證。

■■趙薇近日錄影趙薇近日錄影《《奇葩說奇葩說》》不時語出驚人不時語出驚人。。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李冰冰祝願趙導今
年新作拍攝順利。

■■「「紫薇紫薇」」林心如晒出與林心如晒出與「「小燕子小燕子」」
趙薇的合照趙薇的合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沒有別的愛沒有別的愛》》劇組準備蛋糕劇組準備蛋糕
為趙薇慶生為趙薇慶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壽星女趙薇
獲楊子姍探班
兼送吻。

■GY!BE相隔3年重臨香江。
陳敏娜攝

趙薇趙薇 范冰冰范冰冰

■關楚耀、林曉培與Soler
下月舉行音樂會。

■譚詠麟壓
軸出場跟顧
芮寧合唱，
掀起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