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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迪
士 尼 新 作 《 優 獸 大 都 會 》
（Zootopia）將於本月24日上映，
彼思創作總裁尊賴斯親任執行監
製、與《無敵破壞王》、《魔雪奇
緣》賣座班底呈現一個前所未見、
由頭到「尾」完全由動物話晒事的
現代大都會！優獸市內雲集了來自
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動物，市內景
點繁多，設施先進文明熱鬧新奇，
隻隻動物有態度有立場，遊走其中
大開眼界之餘，亦定能讓您充分感
受到優獸市「無嘢係唔可能」、

「任何動物都可以追尋夢想達成所
想的獨特精神」！
電影另一個最特別之處，是很

少以動物為主題的動畫是完全沒
有人類角色，而且他們身處的環
境並非森林或動物園，而是一個
先進文明的大都會，動作亦識用
電話及電腦，確是別具創意。
香港版找來黃子華及容祖兒

「聲」演主角行古惑的狐狸阿力
及新紥警花兔仔朱迪，認真惟肖
惟妙。說到配音精彩之處，祖兒
覺得最有趣是一個城市之內有齊

各種動物棲息的社區，既有熱辣
辣的撒哈拉廣場，又有冰天雪地
的騰騰鎮，十分得意好玩。

鄧麗欣否認年內結婚沖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

文釗）鄧麗欣（Stephy）
與楊淇昨早擔任慈善跑山
比賽擔任《第四屆「揹水
一戰」起步禮》嘉賓，已
第二年參與活動的Stephy
笑言，不論男女都要揹5
公升水，對女仔來說較吃
力，據去年經驗，賽後雙
腳會很酸痛。有傳男友方
力申因父親患重病，他們計劃年內結婚沖喜， Stephy
就否認道：「他爸爸做完手術很成功，希望報道不要
影響到家人。結婚傳聞都傳了數十次，不想再回應太
多感情事，報道提到家人就不太好。」至於Stephy有
沒有買補品給未來老爺休養，她坦言對補品不熟悉，
只希望世伯能盡快康復。
楊淇因為要綵排舞台劇未能參加挑戰，她表示舞台劇
中會挑戰跳鋼管舞，她說：「已經學了半年，動作難度
好高，又要拗腰又要展示自信。」為展示最佳狀態，楊
淇現在都積極減肥，但寧願多做運動也不願少吃美食。

廖碧兒拍新片演雙槍打女
香港文匯報訊 廖碧兒（Bernice）近日正身在加拿
大溫尼伯拍攝外語片《Stegman is dead》，而Bernice
更將逗留加拿大一個月拍攝此電影。以往Bernice為
擴闊自身戲路曾嘗試打女角色，今次她的身手又再大
派用場，因今次拍攝她要參與很多打鬥戲份，其間不
慎弄傷了手腳及面部，幸而只是輕微瘀傷，Bernice
也大方表示：「拍得動作戲份，受傷係難免，不過工
作人員們每個細節都已經好細心，會盡量保護演員安
全。」其實Bernice為拍攝此電影真的做足準備工
夫，包括槍械及搏擊訓練等等。除了拍攝動作戲份博
到 盡 外 ，
Bernice 還 要
在溫尼伯零下
30 度的嚴寒
下穿薄薄戲
服於外景拍
攝，當地工作
人員也稱讚她
專業精神可
嘉。

周慧敏親身體會戰爭殘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

周慧敏（Vivian）昨日冒雨出席宣
明會《為敘利亞孩子起跑》活動，
原本只擔任起步禮嘉賓的Vivian技
癢即場參與完成一圈賽跑，她笑言
閒時也有做運動玩跑步機，兼且會
邊跑邊唱歌來練氣。提到敘利亞受戰火摧殘，早前到
當地探訪過難民的Vivian表示印象深刻，深切體會到
戰爭的殘酷，她說：「以前都有探望過貧窮家庭，雖
然窮但他們仍有快樂，但難民的感覺就不同，是被人
奪走了尊嚴，從他們空洞的眼神感受到無助，好令人
痛心，我親身探訪完覺得需要為他們發聲。」至於Vivian
愛貓布丁日前離世，她強忍淚水表示需要時間去接受，
她說：「由我去完約旦、黎巴嫩回來後，牠就發病，
腎臟、心臟和胰臟都有事，近10個月都一直陪牠看醫
生和打針服藥，牠好乖知道我是幫助緊佢，直到上星
期日離開。」
至於好友王馨平的父親王羽中風患病，Vivian表示不

敢打擾對方，她說：「我們有用短訊聯絡，知道她好忙
要照顧家人，我有叫她加油，她也是個很堅強的人。」

草蜢談慧嫻拉城城落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草蜢昨日現身元朗，

出席新歌《完美》 MV的首播會，吸引大批歌迷冒雨
到場支持，三子又和歌迷大玩遊戲。相隔19年再推
出國語大碟，他們表示因為足足花了三年時間去籌備
新碟，碟內除有3子作品，還請來周杰倫及王菀之作
曲，周董為他們創作的快歌頗有難度，但也難不倒草
蜢。談到《完美》內容講及找另一半，成全自己成為
100分，問到是否要送給陳慧嫻？蔡一智即說：「當
然，佢成日墮入陷阱。慧嫻已99分，好快找到這1
分。」對於鄺祖德自爆曾與慧嫻發展，可惜年紀相距
大而分開，蔡一傑說：「年齡不是問題，郭富城也很
好，對方的愛人也是二十多歲。」

香港文匯報訊 由陳復生監製及
主持的《復興新生系列—世說論
語》將於本周三起在無綫J5台播
出，每集長兩分鐘，希望節目在傳
承中華文化的同時，也為社會安定
和諧貢獻一分力量。
近年一直往返北京進行文化交流

的陳復生，被問到今次製作的緣
起？她說：「在文化交流時深感年
輕人應該學習多些中國的傳統智
慧，多些了解自己的民族，《論
語》不但簡單易讀，更蘊含很多為
人處世的精神思想和文化內涵，不
過兩分鐘的內容當然不能學習很
多，但希望可以拋磚引玉，引起年
輕人的興趣，令他們再深入去閱
讀。」

陳復生表示雖然大家要創新、要
科技、要學習很多其他事情，但如
果連做人的基本道德也沒有，就會
為社會產生很多怪物。陳復生透露
節目的其中一個嘉賓是前港督尤德
的夫人，她與丈夫尤德爵士因為熱
愛中國文化而到中國學習中文，因
而相識相戀並結婚，作為外國人，
他們都覺得中國文化是一個寶藏，
身為中國人焉能不認識自己的文
化？
問陳復生《論語》中有哪些名句
令她受益最深？她隨口道來：「飲水
思源、尊師重道、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很多很多，不過在製作期間，
感受最深是『德不孤，必有鄰』，
只要做對社會有好影響的事情，就

會得到很多人呼應。還有『君子和
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實在
孔子的年代也有很多不同意見，但
大家要和平共處才可以共存，中國
自古的外交政策也是講『和』字，
但環顧現時的世界都是同而不和，
所以有那麼多爭拗。」

香港文匯
報 訊 （ 記
者 吳 文
釗 ） 薛 家
燕、林盛斌
（Bob） 、
范振鋒與李
思欣等人前
晚出席新城
《開心大派
對之一齊

玩FUN FUN FUN》，與聽眾共度
晚宴兼抽獎送禮物，羅嘉良、劉威
煌與鄧小巧等獲家燕姐邀請來做嘉

賓。月底生日的家燕姐表示今個月
有很多飯局要應酬，但無奈家中發
生不愉快事件，她說：「我剛炒了
家中菲傭，因為她懶散和態度不
好，而且她走後發現有些珠寶不
見，雖然她說趕住要離港，但我找
不到珠寶前不會讓她飛。」家燕姐
表示失竊珠寶約7、8萬，最令她可
疑是菲傭要求她給現金，不要機票
離港。說完不開心事，家燕姐特別
多謝羅嘉良（撈家）要拍劇也抽空
來支持，笑問會否即興拉撈家上台
唱歌，家燕姐搞笑地說：「他來已
經很好，或者等他飲大兩杯先，說

不定又被Bob上台搶咪。」
正在拍新劇《與諜同謀》的羅嘉

良，雖然已有7年沒拍無綫劇，但
未有感到不慣或辛苦，預計拍攝到5
月底，之後就返北京陪太太和女
兒。問到與女兒兩地相隔有否特別
掛念，撈家笑道：「都有用視像，
女兒未到2歲已懂得發微信，她會
一次過發好多圖給我，是奪命追魂
圖，我就知道她很掛住我。」有指
撈家拍新劇時被要求換掉私伙衫，
他直認道：「是的，原來現在服裝
很嚴謹，有些logo或品牌出現都不
可以，甚至眼鏡都要換過。」

A-Lin先以銀色Tube Dress現身，之後換
上超Deep V露背連身褲，衣裝性感，

現場有粉絲大讚她「靚女」，A-Lin顯得風
騷回應：「今天除了唱情歌，還有一點性
感，大家想看嗎？」之後又化身粉紅 A Go
Go女郎，立刻把全場升溫。

說廣東話笑爆肚
當晚她請來一起參加過《我是歌手》比賽
的古巨基擔任嘉賓，基仔上台獻花兼互相抱
抱，基仔識做說：「我帶來鮮花，我太太是
你歌迷。」A-Lin回敬說：「我老公也是你歌
迷。」基仔打趣說搵日四個人一起同台唱

歌，A-Lin就指基仔為人浪漫，懂得整小點心
和畫畫，十分厲害。正當基仔拿手機與
A-Lin及台下觀眾自拍之際，A-Lin從熒幕發
現自己的玉背很靚，便提議基仔影一下，基
仔邊嚷「變態」邊與她的背脊合照，惹來
觀眾大笑。基仔鬼馬地教A-Lin說廣東話「入
實驗室㩒緊急掣」、「上水居民居水上」、
「古巨基好靚仔」，A-Lin照單全收，跟說
出來，之後兩人合唱《愛與誠》。

全家總動員上台
A-Lin在台上分享參加《我是歌手》時的

經歷，坦言多了人認識，隨之而來有不少壓

力，當唱到《聽見下雨的聲音》，一度感觸
落淚：「你們的聲音太好聽，我很易被感
動，謝謝你們跟我記錄了今天的故事。」
尾聲時，A-Lin介紹壓軸嘉賓出場，原來
是她的父母、哥哥和姐姐，一家人齊以台灣
原住民服裝出場，她更指哥哥是「族中的陳
曉東」，姊姊黃莉是台灣model，而黃媽媽
就用半鹹淡廣東話說：「香港的朋友你們
好！」和「好犀利」。A-Lin表示上次在港
開演唱會，父母沒有上台，這次他們一家人
合唱《一想到你呀》，完騷後，觀眾欲罷不
能，原本沒打算安歌的A-Lin再度出場獻唱
滿足粉絲。

台灣著名女歌手A-Lin多年前就
以《給我一個理由忘記》在香港
走紅，鄭欣宜也曾翻唱該曲的粵
語版《故事的配角》；A-Lin前年

因參加湖南衛視《我是歌手3》，與身兼主持人的古巨基結
為好友，A-Lin當時為了選歌、練歌，一邊宣傳新專輯兩頭
忙，古巨基不斷鼓勵她，給她信心，昔日敵手變戰友。今
年是A-Lin出道滿10周年，她比喻第10年是她人生的豐年
祭，而因為有過去9年的努力積累，以及歌迷一路相伴相
挺，如今才能如願「唱歌給更多人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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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n撩基仔
自拍影玉背

化身粉紅 A Go Go女郎High翻紅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台灣「天生歌姬」A-Lin（黃麗玲）一連兩場《A-Lin聲吶 世界

巡迴演唱會香港站》前晚在紅館開鑼，A-Lin除了全家總動員上台撐場，還邀得古巨基擔任表演

嘉賓，兩人在台上互動鬥講廣東話，A-Lin不吝嗇地給基仔大玩「變態」自拍影玉背。

《優獸大都會》不一樣的動物城市

《世說論語》J5台播出

薛家燕怒炒菲傭

華特迪士尼（香
港）有限公司現送出《優

獸大都會》優先場戲票20張
予《文匯報》讀者，有興趣的
朋友請剪下文匯報印花，連同
貼上$1.7郵票兼註明「娛樂
版《優獸大都會》優先場戲

票」的回郵信封，寄往香港仔
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
─《文匯報》，數量有限，先
到先得，送完即止。
日期：3月19日(星期六)
時間：3:30PM
地點：UA isqa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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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版找來黃子華及容祖兒
「聲」演主角。

■「行古惑」
的狐狸阿力
及新紥警花
兔仔朱迪齊
齊 聯 手 破
案。

■■《《優獸大都會優獸大都會》》

■陳復生親自主持和監製《復興新
生系列—世說論語》。

■■廖碧兒在加拿大拍攝新片廖碧兒在加拿大拍攝新片。。

■鄧麗欣

■羅嘉良特意抽空出
席支持家燕姐。

■■周慧敏周慧敏

■■草蜢草蜢

■■ A-LinA-Lin 不吝不吝
嗇地給基仔自嗇地給基仔自
拍影玉背拍影玉背。。

■■A-LinA-Lin大秀美腿大秀美腿。。
■■A-LinA-Lin期許下個期許下個1010年將以年將以「「愛愛」」為主軸為主軸，，
用歌聲回饋歌迷用歌聲回饋歌迷。。■■A-LinA-Lin的媽媽的媽媽、、哥哥和姐姐哥哥和姐姐，，一家人齊以台灣原住民服裝出場支持一家人齊以台灣原住民服裝出場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