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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ns叫小鳳姐介紹好男仔給她們。

被鄭秀文寸久未
「發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殿堂級歌手徐小鳳將於 7 月 28 日至 8 月 2 日假紅館舉行個唱，唱片公
司昨日假尖沙咀半島酒店舉行記者會，小鳳姐的好友黃淑儀及鄧達智更上台獻花，現場又播放一班後
輩歌手向小鳳姐發問的錄影片段。其中鄭秀文(Sammi) 最大膽，她說：「小鳳姐最近有無拍拖，似乎
好耐無發市？你都好青春，好應該趁住青春多些感受戀愛的感覺。」小鳳姐也坦白得可愛說，自己確
實好羨慕別人拍拖。

記

者會布景板用了小鳳姐穿波點裙的新舊相
片，現場又擺放了小鳳姐多年來的唱片封
面相，十分珍貴。身穿紅色魚尾裙進場的小鳳
姐，由於裙擺太大，被司儀鄭丹瑞(旦哥)笑問她：
「條冷巷你過到咩？」旦哥問到小鳳姐在眾多造
型中，最喜歡哪一個？小鳳姐自言是很花心的
人，不同時間喜歡不同顏色，每兩、三個星期就
變一次，好似手機款式一樣，她件件都喜歡，所
以楝不到。
現場又播放一班樂壇後輩，包括楊千嬅、容祖
兒、梁漢文、蘇永康、鄭秀文及 Twins 等向小鳳
姐發問的錄影片段。被千嬅問到有何護聲秘訣，
小鳳姐就教她多睡眠及多喝水，間中食辣椒，但
上台前唔食。祖兒就問到當年小鳳姐在裙內藏了
好多小朋友，小鳳姐說：「我真係有諗過重新擺
些小朋友於裙底，好懷念呢一part。」

Twins 叫快介紹好男仔
梁漢文就問小鳳姐除了波點裙，有冇波點睡
衣或泳衣；蘇永康就提議小鳳姐剪短髮及穿迷
你裙，Twins 就叫小鳳姐介紹好男仔給她們。小

鳳姐就笑說：「我有幾個弟弟可以介紹，好男
仔。」不過 Sammi 就最大膽，她問：「小鳳姐
有無拍拖？似乎好耐無發市？應趁住青春多點
感受戀愛的感覺。」小鳳姐就反爆有一晚買宵
夜遇到 Sammi 同許志安拍拖，見兩人都飲到微
醉，她當時還問 Sammi，她在台上送贈的戒指
可有送給安仔，安仔立即答有。
小鳳姐自言其實從未斷過拍拖，拖友就是她
的歌迷，她又坦白說：「其實我好羨慕別人拍
拖，有個好家庭，有個好先生，好太太，兒女
成群，但(我)對呢方面特別細膽，如果叫我打麻
雀我夠膽，但這事好似玩得好大，怕辜負別人
一番美意，又好怕別人等我，因為等那個人好
辛苦 ，我好怕人等我 。」 至於錢嘉樂 、鄭伊
健、謝天華、林曉峰及陳小春，就問小鳳姐愛
吃什麼包？之後就大唱小鳳姐的《叉燒包》，
又將歌詞改成「上海包」。
提到個唱主題是「既然青春留不住，不如有請
小鳳姐」，小鳳姐說：「呢句說話係高層諗的，
問我夠唔夠膽用呢句，我返去考慮了三日，心諗
我好唔掂咩？今時今日的境界已經唔睇表面，係

欲找當年藏裙中小朋友
小鳳姐受訪時表示有意聯絡當年演唱會藏在
她裙入面的小朋友：「依家呼籲緊，應該唔會
亂認，要帶埋他們的媽咪來，都廿幾年前的
事，有廿個小朋友。」至於今次個唱會否再穿
波點裙？小鳳姐笑指那就要再做一條，而第一
條波點裙她都有收藏，但已經變了童裝。
問到會否邀請 Sammi 同安仔做個唱嘉賓？
小鳳姐表示私底下當然希望。早前小鳳姐為
林子祥(Lam )個唱做嘉賓，阿 Lam 指小鳳姐
個唱冇請自己，小鳳姐笑說：「隨緣啦，唔
鍾意勉強人，咁開日場等佢可以早些入
場，對得住佢。」
上次個唱小鳳姐勁歌熱舞，她表示今次
可以考慮穿迷你裙。說話幽默的小鳳姐，
被問到會否加棟篤笑環節，她就說：「好
笑咩？平時我用來自娛引自己笑。開始嫌自己
講得太多。」

安心亞送白色海芋
驚嘆草蜢活力十足
香港文匯報訊 草蜢今日推出最新
國語大碟，昨天在台北舉行專輯記者
會吸引大批媒體，寰亞傳媒集團執行
董事GARY也特地到場送上三層蛋糕
慶賀，慶賀草蜢今年成軍31周年推出
最新的國語專輯，同時也提前祝賀 5
月 3 日生日的團員蘇志威生日快樂。
草蜢表示：「隔了19年再發片除了興
奮更是期待，這次除了希望透過音樂
讓歌迷們更了解草蜢之外，更希望傳
達快樂與愛的正能量。」
草蜢可以說是台灣歌迷們心目中
永遠的偶像，每個人的「少女時
代」都會有一首草蜢的歌，記者會
上也特地邀請了一位「少女代表」
到場，台灣的女神安心亞特別送給
草蜢象徵年輕活力的白色海芋，祝
福 草 蜢 可 以 繼 續 活 躍 國 語 歌 壇 30
年。安心亞一上台看到草蜢就興奮
地跳起舞來，《失戀陣線聯盟》的
招牌舞步還是相當的熟悉，安心亞
透露：「以前跟同學去唱 K 這是必
點的歌曲。」安心亞更透露之前在
海外的演出活動有碰過草蜢大哥
們，看到他們表演時活力十足相當
震撼，演出後更因為蔡一智大哥的
「英雄救美」舉動印象深刻，當時
在飯局席間有許多賓客喝醉了，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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睇心境，心境係可以留得住青
春。」

■小鳳姐的好友鄭丹瑞、黃
淑儀及鄧達智上台獻花。

劉德華早起送女返學

香港文匯報訊 劉德華早前去到新城知訊
台，為節目《勁爆樂勢力》擔任嘉賓，跟主持
人林柏希談及近況、分享「長青」的秘訣、回
憶初入行拍戲時的趣事。
主持人林柏希問到劉德華工作忙碌，但仍然
能保持一副「長青」的樣子，劉德華的秘訣就
是不要吃太飽。劉德華︰「如果食肉的話七成
飽就好，但一定要食飯。我而家主要食齋，所
以會食更多飯，而我揀食十穀米，營養較多。
另外唔好食咁甜，食得甜多會好易老。除此之
外，自從有家庭同小朋友之後，我的休息時間
都作出變化，以前好夜至瞓，但現在就 10 點
瞓，8點起身，因為我鍾意送小朋友返學。」
劉德華入行以來所得到的獎項數量多到能夠
列入「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全因為他肯
做、肯捱，初出道時亦做過很多電視劇及電影

的「跑龍套」，而他最記得就是跟周潤發合
作。劉德華說︰「我在電視劇《千王群英會》
中，同梁家輝一左一右做發哥（周潤發）後面
的打手，當時知道要同發哥合作，開拍之前就
要去服裝間搵高踭鞋。其實當時拍攝期間唔太
緊張，反而係拍完休息睇返重播就不停咁讚嘆
發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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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琪峯再挑戰江湖警匪片

■安心亞一上台看到草蜢就興奮地跳起舞來。
一智大哥特地往安心亞前面站，讓
安心亞有「被保護」的感覺，特別
透過這個機會表達感謝之意。
記者會上除了新專輯之外，草蜢三
位成員的保養更是全場焦點，今年是
草蜢成軍31周年，不過三位成員不管
是外表或是體力甚至身材都保養得相
當好，草蜢異口同聲表示：「運動很
重要！同時保持開朗的心情！」蔡一

智表示：「自己喜歡運動平常都有在
做瑜珈，經常做倒立等高難度動作。」
蔡一傑表示：「草蜢都太愛漂亮了，
花很多時間在游泳與健身房。」三位
團員更是大方地讓現場媒體摸臉與腹
肌，表示不僅沒有動過手腳，同時也
都有健身的成果。三位團員更是開玩
笑的表示演唱會上一定給大家看更養
眼的。

香港文匯報訊 由杜琪峯執導，杜琪峯、游
乃海監製，趙薇、古天樂、鍾漢良主演的警匪
電影《三人行》將於 6 月上映。 第一條宣傳片
以「槍火版」致敬片紀念銀河 20 年，率先曝
光，重溫杜 sir 打造眾多巔峰陣容，槍火全開點
燃了很多人平靜已久的心跳，網友稱讚：「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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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槍響熱血沸騰，感覺每個細胞都在顫慄，耳
朵快跟不上槍響的節奏了！」杜琪峯攜「趙
薇+古天樂+鍾漢良」三大王牌回歸警匪，將帶
來怎樣與眾不同的新鮮感，也引發熱議不斷。
電影《三人行》講述了一個醫生（趙薇 飾佟
倩）、一個警員（古天樂 飾陳偉樂）、一個悍
匪（鍾漢良 飾張禮信），在「生、老、病、
死」輪回的醫院發生的驚心動魄交鋒。 杜琪峯
《毒戰》後暌違三年，再度「鳴槍」瞄準最拿
手的警匪題材，吊足了眾人胃口。 杜琪峯表示
《三人行》是很久前就設想拍攝的主題，對其
有特殊意義，作為創作人希望可以尋找不同的
空間，而《三人行》所有故事發生在一間醫
院，對他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陳嘉寶撐《殭》內地掀熱潮
■陳嘉寶及賴慰玲吸引大批「宅男」圍
自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無綫劇
集《殭》一班演員陳嘉寶、賴慰玲、陸
永、黃又南與劉佩玥等昨日出席《殭屍突
襲 攝戰中環》宣傳活動，分組與市民玩

自拍，吸引大批途人圍觀。由於新電視台
ViuTv 正式服務，結果上周無綫收視全線
下跌。陳嘉寶表示劇集只開始了幾集，現
在觀眾收看電視模式已轉變，很多人會在
網上追看，更也有不少內地朋友讚《殭》
在內地掀起熱潮。賴慰玲也力撐劇集有追
看性，故事發展會愈來愈精彩，笑言已密
謀引誘陸永和又南穿比基尼谷宣傳。陸永
坦言對收視不滿意，說道：「拍得好辛
苦，當然想多些人看到，台前幕後都花了

不少時間，落足心機去拍攝，如果是 Hea
住做，別人覺得Hea才抵死。」黃又南就
稱劇中精彩激情戲和感情線尚未展開，所
以現階段成績未能下定論，他說：「要所
有人都喜歡看是沒可能，但身邊朋友都是
讚居多。」陸永再補充道：「電腦特技已
做到盡善盡美，大家公道點，不要當看
《復仇者聯盟》，看慣那種當然其他是不
行。」
至於劇中謝安琪（Kay）被網民批評樣

子假，陳嘉寶平反道：「我覺得她雞蛋
殼，皮膚好靚，有咁多特技化妝應該會生
粒粒，但近看她和不搽粉底沒大分別。」
陳嘉寶又支持張繼聰開聲為太太護航，大
讚他表現很 Man。陸永也不覺 Kay 面孔
「膠面」，他說：「我認識她時已經這
樣，十幾年前已經識她，除非她一開始已
經膠。」笑問陸永如果太太被人批評時，
會否出面維護，他就冷笑回應：「哼。就 ■陳嘉寶、賴慰玲、陸永、黃又南與劉佩玥等出席
這樣，這個地球是有很多人話你。」
《殭屍突襲 攝戰中環》宣傳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