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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3年，林峯4月再次開演唱會。為籌備今次演唱會，找來當年為張家輝拍《激戰》操

練的魔鬼教練打造完美Body，林峯直言以秘密武器會歌迷。入行16年，前年憑《使徒行

者》「爆Seed」一角，造就他進一步擴闊內地市場。今年開完演唱會，林峯預告還有一個

秘密任務，至於是什麼，大家要等他公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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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林匯文，後改名林逸峰，林峯是藝名。98年，以旁聽
生身份畢業於無綫電視藝員訓練班，曾擔任TVB8旅遊節目
記者。01年，於《尋秦記》演出秦始皇一角而為人認識，07
年推出大碟《愛在記憶中找你》，曾三度奪得IFPI全年最高
銷量本地男歌手獎。14年離開TVB，正式加盟英皇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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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陳豪(MO)昨日聯同在《公公出
宮》中飾演「金多寶」一角的童星
鄭耀軒出席皇室堡的建築樂園揭幕
禮，兩人更合力設計復活蛋卡應
節，鮮有在公開場合獻唱的MO更
大開金口唱出英文歌，又與觀眾大
玩遊戲，場面熱鬧。Mo透露兒時
很多志願，分別想做建築師，又想
繼承父業做醫生，最後家中三兄弟
無一個是醫生，而他更當上演員，
算是達成做藝術工作的心願。Mo
謂：「細個好鍾意畫畫，而陳茵媺

(Aimee)藝術天分很高，現時囝囝便
跟媽咪學畫畫，大仔也遺傳很愛畫
畫，藝術天分幾好，他喜歡看書、
畫畫，琴棋書畫中了兩樣，very
good。」
Mo透露大仔二歲三個月，細仔
一歲，問到三仔呢？他一時露口風
未有否認這胎是囝囝：「未出來，
唔好咁心急。」再追問這胎是男孩
嗎？他作其拉鍊「封嘴」狀，笑
說：「等佢自己出來話你聽，好快
啦，(改好名？)Aimee已改好英文
名，我會改中文名，都諗緊，但不

講，(BB穿回哥哥的衣服？)哈哈，
唔好『裝』我啦，好快出來話給你
聽，(會否再追個女？)夠啦、夠
啦，無論這胎是仔定女，三個夠晒
數，(有個女會更加圓滿？)哈哈，
唔話畀你聽。」問到MO可有向公
司請假陪產？他說：「新劇剛開
拍，預計拍到五月中至尾，希望到
時有多些時間。」MO又透露兩個
寶貝仔關係很好，相處融洽，如同
糖黐豆，而大仔已經讀學前班，細
仔亦開始面試，會和哥哥讀同一間
學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梁詠琪(GiGi)昨早以
奧比斯「愛眼之星」身份出席「步步獻光明」慈善步
行，為千人慈善步行揭開序幕，過去九年，GiGi以捐
款人身份支持奧比斯，今年更將囡囡祈淑菲（Sofia）
利是錢捐出來，不過以大使身份現身活動還是首次，
希望之後可以到發展中國家作探訪，做一些醫療的工
作，親自幫助有需要的人士。
近日GiGi因拍戲關係，經常不在港，也是當上媽媽

後離開女兒最長時間一次，但發覺女兒更黐身。GiGi
興奮地說：「本來爸爸餵奶給她，但她見到我，便推
開爸爸，起初以為她吃飽，原來她想我餵，令我暗地
裡歡喜，有種小別勝新婚感覺。」GiGi又大爆囡囡很
喜歡整蠱爸爸：「囡囡叫了幾句爸爸，會突然改口叫
媽媽，好搞笑。」
GiGi在家時不准囡囡看電視和接觸平板電腦，唯一

是視像通話便要看平板電腦，每次囡囡見到媽媽在平
板電腦上消失便會很好奇，十分有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許志安昨日出席
代言的健康產品廣告首播
會，有份參與廣告拍攝的
導盲犬都有出席，其間安
仔分享健康生活理念，安
仔表示平日經常外出應
酬，所以在家喜歡吃得清
淡一些，但不會煮，只
會吃，最愛吃蒸魚。安
仔指多是太太鄭秀文下
廚。近日安仔增磅了，
他笑說：「總會肥下瘦
下，加上日前踢波拉傷
右腳大腿內側肌肉，醫
生說要休息一星期，當
時聽到啪一聲，我也很
驚，幸而醫生指只是肌
肉有少許撕裂。」安仔準
備復元後，會努力操弗，
誓要做「大隻安」。
安仔早前剛為陳慧嫻
演唱會擔任嘉賓，對於
近日慧嫻和鄺祖德的感

情風波，安仔直言：
「我唔知邊個係鄺祖
德，但我有關心病了的
慧嫻，已致電慰問她，
她指可能是唱歌用心太
投入，我將自己心得教
她，只要不說話一周便
沒事，我最關心是慧嫻

的病，希望她盡早康
復。(有人對號入座爆戀
情？)這個世界咩人都
有，不懂去說，最重要
是慧嫻心情同病情，我
關心這些多過其他事，
其他人其他事便不曉
得。」

魔鬼教練打造完美Body

林峯個唱
以秘密武器會歌迷

陳豪：3個BB夠晒數

今次演唱會名為Heart Attack，
原來在林峯心目中是一個「昇

華」，他希望入場的觀眾可以和自
己跳足 3小時。跟教練操一個多
月，眼前的他明顯雙頰消瘦不少。
「其實09年至今，已第五次在紅館
舉行個唱，今年時間比之前鬆動，
早於大半年前已經同各方面的單位
會面，有更多時間同製作團隊開
會。其實我覺得做演唱會，要做四
面台的騷才是最全面，在跳舞層面
上是可觀的。我的歌迷好多人由第
一首歌就開始跟我跳足三個鐘，我
覺得睇演唱會就是要這樣投入，所
以今次我想每一part都跳舞，不止
我在台上出一身汗，觀眾都要一齊
出汗。是次五度紅館開騷，相距
《A TIME FOR YOU》已有三年
多，特別邀請當年為張家輝操練的
健身教練MICHAEL秘密進行地獄
式訓練。太久沒有見歌迷，總覺得
對他們有點虧欠，想做好一點作為
一個補償。為了操FIT可以去到幾
盡，自己都唔知道。」

新EP塑造新的自己
去年一整年，林峯在香

港的曝光率不算太多，
只因他想認真思考一下
自己的音樂路怎行。
為了令歌迷有驚喜，
林峯於本月底推出
EP，與以往的曲風
不同，大部分歌曲
DEMO來自外國，為
自己塑造新的自己。
「以前在TVB，忙

拍劇，根本連去想將來的時間都沒
有，成個人好實、好累。但熟悉我
的人都知道我係唔想畀自己定型，
演員最好玩係嘗試唔同的人生，如
果你一直做同一類，觀眾唔悶你都
悶。簽約英皇後，我同公司講，作
為一個歌手，我希望放多些時間在
音樂上面，有創新的嘢畀大家。我
真的好多謝老闆楊生(楊受成)、大哥
(吳雨)對我信任。要真正思考自己最
想做的，而不是單靠『忙』字充塞
時間，最大的收穫是有更多的空間
在揀歌方面。這次，我聽了很多來
自外國的 DEMO，就如主打歌
《HEART ATTACK》的 DEMO
來自英國，這首英式舞曲原本收來
的是英文歌詞，要填上廣東詞是比
較困難，錄音需要很長的時間揣
摩。坦白說，以前就算想試，都未
必有時間去進一步了解怎去演繹。
今年計劃都會是音樂先行，演唱會

前將會plug四首歌，現在仍然跟監
製找新歌，希望試驗一些適合廣東
歌的新曲風。像今次拍MV，找來
韓國導演張宰赫拍攝，見識到韓國
演藝人員勤力的一面。人家一個公
開表演跳一隻舞，台上表演一次，
但台下可能跳了一千次，香港的藝
人要拍劇，要做其他工作，好難專
注。」

收好多劇本但無暇接
離開TVB前，林峯憑《使徒行
者》中「爆Seed」一角在內地人氣
高企。一向吸金能力甚高，在內地
一次商演以最少六位數以上的海鮮
價狂吸金。林峯猶如金山般「愈掘
愈有」，過去 2年只於內地拍下
《陸小鳳與花滿樓》及《六扇門》2
個劇。
「收到好多劇本，主要是內地製

作，吸引的有好多，但無論如何都
要完成演唱會後才開工。甚至有電
影為了就我的檔期，電影延遲開
拍，至於檔期能否遷就，就隨緣
吧。今年還有一個秘密任務，
但暫時唔可以向外公佈。只
可以透露我未做過，好少
人做過，不會局限在一
個地區，如果成事，年
底會開始。哈哈，到
時你會知！仲有，我
開了微博：峯蝸，留
意住會有驚喜。」

香港文匯報訊 張智
霖 (Chilam)和太太袁詠
儀(靚靚)參演內地真人
騷《一路上有你》第二
季昨晚正式播出，Chi-
lam在首集節目提到太
太時就說：「我的老婆
真的沒有什麼不好，就
是太喜歡買東西了。」
另外兩位明星老公沙溢
和王岳倫亦各有婚姻苦
惱，所以劇組特別安排
補辦婚禮，為三對夫婦
尋回初心激情。這場浪
漫婚禮在北京舉行，披
上婚紗的靚靚明艷照
人，她說：「我從來不
覺得兩個人結婚，一定
要豪華的婚禮、bling
bling的鑽戒，但是如果
有的話，我也覺得是一
件美好的事。」現場人
問三位明星太太至今對
另一半還有沒有心動感

覺？靚靚搶答：「我
有，我不知道他有沒有
啊？」藏身佈景板後的
Chilam聽到即刻甜晒，
回 應 「 老 婆 ， 我 愛
你！」
Chilam在婚前一刻竟

然作反，跟隨兩位明星
老公「走佬」，去老撾
舉行單身派對，蒲吧飲
酒，靚靚收風後馬上殺
到，而Chilam為完成移
師在老撾舉行的傳統婚

禮，身無分文的他必須
在當地搵證婚人、禮金
及金飾，過到這三關才
完成任務；結果靚仔當
然有數，加上講得一
口流利英語，Chilam好
快就搵到一班老撾小學
生做證婚人，又成功向
一名老撾女生借金戒
指，最搞笑的是他走去
金舖「典當」，以價值
四千元美金的太陽眼鏡
換來一枚小金戒。

梁詠琪爆囡囡
愛整蠱爸爸

張智霖搵老撾小學生證婚許志安關心陳慧嫻病情

■陳豪和童星鄭耀軒一齊出席建築樂園揭幕禮。

■■梁詠琪自爆愛女愈來愈精靈梁詠琪自爆愛女愈來愈精靈。。

■■張智霖張智霖

■許志安
因腳傷未
能做運動
而增磅。

■林峯表示收到好
多劇本，但要完成演
唱會後才去細看。

■■林峯現在每天最少跑林峯現在每天最少跑
步一小時才正式工作步一小時才正式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