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享譽樂壇近半世紀的國際知名女歌星奧莉花紐頓莊（Olivia Newton
John）日前在灣仔會展舉行個唱，這是她自2000年首度來港開個唱，繼
2007年、2012年後的第四次演唱會。奧莉花表演時間愈來愈短，八時半
開騷，十時便結束，前三次香港演唱會她都唱足最少兩小時，可能是巡
迴表演關係，香港是其中一站，亦可能與她已年近七十有關。精而簡是
她今次個唱的特色，很多經典金曲，她都以半首medley的形式選唱。其
實有些歌，她的忠實歌迷期待已久，都希望她能整首唱完，像《A Little
More Love》，《Please Mr Please》等。
另一個令致騷短的原因是以往她

都演唱新作品，但近十年她都沒有
新歌推出，新碟都是一些精選碟、
聖誕專輯或翻唱別人的作品。再
者，便是她沒有唱side tracks，例如
早兩次唱了《Come On Over》,
《Suspended in Time》等相當悅
耳，歌迷甚為喜愛，但今次所有這
些rundown都欠奉。
至於本地出席觀賞的嘉賓明星頗

多，例如林子祥、朱玲玲、羅康瑞、杜德偉等，外籍人士亦相當多。由
於奧莉花原籍澳洲，所以她多次在台上高喊「有沒有同鄉？」，令其他
國籍外國人士備受冷落。
至於整個個唱高潮當然是Grease 油脂系列作品，以及她初出道時的一

些鄉謠民歌。奧莉花很會搞氣氛，例如她學會了說很多廣東話拉近與觀
眾距離，唱快歌時手舞足蹈。如果要數每位國際超級女歌手都有一強
項，獨步單方行走天下，麥當娜應是她豪情大膽奔放的演出，Lady Ga-
Ga一定是她出位的歌曲題材及台上各個神秘形象的演繹；至於奧莉花，

歌迷一定認為是她那玉女清純形
象，但其實以她的年紀，經歷癌病
後康復，至今還保養得那麼好，像
大約四十歲的女人，比實際年紀後
生了三十年，難能可貴。但歌迷真
的只着迷於她的美貌嗎？絕對不
是，奧莉花歌聲最吸引人及令樂壇
引以為傲的，是她極其悅耳的高音
及繞樑三日、延綿不斷的高音假
聲，最為樂迷津津樂道。 ■文：比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植毅儀）惠
英紅（小紅）於新
片《北京遇上西雅
圖之不二情書》內
和湯唯有不少對手
戲，惠英紅早前接
受訪問時說：「今
次於電影中飾演湯
唯爸爸的女友，同
時飾演一名澳門賭
場荷官。」一向認
真對待拍攝的小紅
姐，早前特別到澳
門賭場學習有關擔
任荷官技巧，小紅
姐表示學百家樂，
有好多手勢一定要
識，又要計數，整
個過程要做對，練
了兩日演得好神
似。問到小紅姐可
喜歡賭兩手？她說：「片中我就好似好爛
賭咁，現實中我係唔賭錢，只玩老虎機。
最多閒時鍾意打衛生麻雀，日前就輸咗5
千幾蚊，令我感到被奪去尊嚴。她們還借
此叫我『魚腩紅』，個名係黎燕珊改，我
技高運低，每10次都輸8次，每次個個都
爭住同我打，因為我牌品好，眼又唔
好。」小紅自言再賭不姓惠，她又爆朋友
中技低運高的是大姐明（林建明），走雞
兩次都可以自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
植）「師兄」劉浩龍早前
到中山商演，祖籍中山的
師兄，已經6年無返過鄉
下，今次重遊舊地，同鄉
們表現得相當支持，粉絲
幾乎企滿三層商場。由於
中山是出名的傢俬出口
地，司儀在台上問師兄，
哪一件家品對他最重要？
他想也不想便說：「床！
因為好怕張床會『吱、
吱』聲。」即令全場大
笑，以為師兄講有味笑
話，他馬上更正：「其實
呢個係我真心答案，因為
細個瞓碌架床，質料好
差，上落床會發出吱吱

聲，大家誤會晒我的意
思！」
當 日 師 兄 獻 唱 了

《Change your life》 、
《師兄》及《思覺失調》
三首歌，台下觀眾反應熱
烈，而最令他開心的是有
女粉絲自製「浩龍男神」

紙板送給他，師兄說：
「香港做唔到男神，估唔
到返鄉下做到，我自己心
目中的男神係劉青雲。」
回到中山，能夠得到男女
老幼支持，師兄希望將來
有機會可以在中山開騷回
饋鄉親父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
慶全）藝人陳鈺芸（Ju-
Ju）、王梓軒、名模Joce-
lyn Sandstrom與老公An-
thony Sandstrom等前晚出
席素食店開幕，JuJu表示
自己習慣素食，而下月會
往美國拍攝荷里活拍動作
電影，更加要keep fit，故
每日多喝檸檬水排毒。在
新片中，JuJu即將跟一位
美國知名動作男演員合
作，除連場打鬥演出外，
還發展感情線，並會有床
上戲，所以要練腹肌，希
望給大家驚喜。不過之前
她完成三部電影，試過出
海拍攝，曝曬了10日以致

變成兩截色又甩皮，唯有
以面膜敷在身上補救。
王梓軒前來撐好友盧靖

姍未婚夫開素食店，因對
方曾合作微電影及擔任其
MV女主角。梓軒透露正為
鍾舒漫及王君馨的新歌任
監製一職，也會跟一位多
才多藝的偶像合唱，但要
先賣關子未能公開是誰。

Jocelyn最近開始嘗試素
食了一個月，然而卻病
倒，經營養師測試其身體
狀況發現她需要肉類的蛋
白質補充，故奉行素食也
應看個人體質而定。談到
生BB的計劃？Jocelyn老公
Anthony表示跟太太共識了
造人大計會於明年才開
始。

奧莉花港開唱 歌迷嫌未夠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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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鄉下中山登台 劉浩龍誤講有味笑話

陳鈺芸曬甩皮面膜敷身補救

黃子韜做自己懶理「招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田雯南京報道）前EXO成員黃子韜前日下

午空降南京財經大學，近日他變身「空中飛人」連跑多個城市宣傳
自己主演的第一部電影《夏天十九歲的肖像》。
黃子韜在網絡上槽點滿滿，
面對自己的「招黑」特質，黃
子韜前日淡然表示，不在乎別
人怎麼說，「我就做好我自
己，那些說法和我沒有任何關
係。」在與南京的大學生互動
時，他說：「年輕人就要狂，
自己認為能成功的事情就去
做，不要懶，不要放棄，不要
理會別人怎麼說。」

■■奧莉花紐頓莊與樂手不時互動奧莉花紐頓莊與樂手不時互動。。

■■惠英紅飾演湯惠英紅飾演湯
唯爸爸的女友唯爸爸的女友。。

■惠英紅特別到賭場
學習擔任荷官的技
巧。 植毅儀攝

■陳鈺芸
( 左 二)、
王梓軒(左
一)前晚現
身撐素食
店開幕。

■■劉浩龍大受同鄉歡迎劉浩龍大受同鄉歡迎。。

諸葛紫岐巧遇夏薩特
香港文匯報訊諸葛紫岐（Marie）前日受邀

到訪英國尊貴品牌Asprey LONDON 總店參
觀，其間她巧遇英超球星夏薩特，效力車路
士的「夏神」知道Marie來自香港時，直問她
是否受歡迎的明星，Marie則以娛樂公司老闆
身份介紹自己，又笑言如他有興趣來港發
展，她可以幫忙，傳將會到英國開設分公司
的Marie被問是否有興趣簽球星？她表示：
「對任何有潛質的人都有興趣，不論明星、
歌星或者球星！」最令Marie意想不到是此次
英國行可一嘗捧英超獎盃滋味，弱質纖纖的
她更獨力拿起這個超過30磅重的獎盃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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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紫岐巧遇英超
球星夏薩特。

李蘊拍大肚寫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李蘊
（Renee）臨盆在即，肚子愈來愈
大，早前出街還被人誤會陀孖B。
首次做媽咪的Renee當然要做很多
新手孕婦要做的事，就是與肚裡的
BB一齊影寫真！Renee說：「照片
是32周的時候拍，那時候還未水
腫，現在腫到照片也不想拍。醜
了、肥了很多，但也覺得是十分值
得的！醫生說BB在入面住得很舒
服，位置還
很高，沒有
早產跡象，
還可能會過
預產期才出
來，所以應
該要到 6 月
才與BB見面
啦！我與老
公和家人朋
友也十分期
待，希望一
切 順 順 利
利 ！ 」 Re-
nee為臨盆在
即 做 足 準
備，平日作
息定時又食
清淡和有營
養的食物，
又會預時間
散 步 做 運
動。

張兆輝指該劇已開拍了近半個
月，松松笑言感覺已拍了整個

月般，因每日外景都很熱，輝哥穿西
裝演出經常汗流浹背，見他也沒乾過
似拍古裝一樣。而部分場口是在泳池
拍攝，輝哥苦笑說：「看起來很好，
開頭不停出汗，以為落水會好爽，但
浸得多就覺凍！」
松松十多年沒返無綫拍劇，她坦言
沒充足睡眠是有點不習慣，但跟從前
相比已好得多，不用完了廠景即接外
景，監製很愛錫大家，輝哥亦認同監
製編排時間恰當，起碼讓大家有四、
五小時休息叉足電。松松指今次回娘
家感覺有很大衝擊，大讚監製及導演
都是百分之二百全程投入，所以也希
望盡量做到最好，觀眾亦會多多欣賞

台前幕後的付
出。輝哥倒覺
得香港其實有很多人才，
只是資源及時間不足，才未能
拍出好作品。
陳瀅今次飾演育有一個五歲女兒又

曾坐牢的「沒女」，她笑言角色跟她
本身有很大差別，但都希望能交到
戲，而她於劇中只化淡妝卻造型性
感，不是個「樣衰」的沒女，只是沒
錢沒愛情。她今次要性感演出，劇中
還要自摸，她指之前拍《殭》都要露
腰穿緊身衣，不過感覺很有型。男友
何猷亨有否讚賞過？她即迴避說：
「有很多朋友都讚，尤其讚我出場抹
嘴那個動作。」她並立刻示範，笑指
這已成為了她的icon。

葉凱茵留陰影拒再懷孕
另葉凱茵年初患上突發性妊娠毒血

症，導致九個月大的胎兒流產，她都
一度危殆，幸最終能逃出鬼門關。她
表示現眨眼時右眼仍見黑影及閃光，
看過眼科指她沒問題，目前只靠中醫
調理身體，因醫師指她血氣不足，五
臟六腑亦很傷。葉凱茵表示現時心情
算是平復，但偶然一個人在家都會回
想起來，惟有復工後希望將時間填
滿，她指未來也不打算再懷孕，畢竟
下一胎仍有機會發病，已經令她留下
了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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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逾十年返娘家拍劇

陳松伶稱稱
舒服過以前舒服過以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無綫新劇《全職沒女》昨日舉行拜神儀式，演員張兆輝、陳

松伶、張振朗、陳瀅及羅蘭均有參與。松松相隔十多年返娘家再拍劇，她坦言沒充足睡眠是有

點不習慣，但跟從前相比已好得多，起碼不用完了廠景即接外景。

趙碩之溫哥華置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趙碩之、梁小冰
等前晚出席《單身動物
園》首映禮， 趙碩之透
露已準備報讀黃秋生的戲
劇班，之後再到巴黎深造
戲劇，因是自由身，又不
是無綫人，所以沒太多劇
拍，便去增值自己。說到
有更多時間拍拖？她笑
謂：「每日都見，更打算
下月返溫哥華探望男友家
人和自己屋企人。」她已
在溫哥華置業，暫時當投
資，未知會否自住，問她
是否築愛巢，她則說未肯
定，又指男友家人很錫
她，買了樓可以給男友家
人幫手看管住，暫時未有
計劃結婚。

■黃子韜(中)聯同女主角楊采鈺(左)
及監製宣傳。 田雯攝

■■趙碩之趙碩之

■李蘊

■張兆輝與
陳松伶合作得
相當愉快。

■■葉凱茵目前靠中醫調葉凱茵目前靠中醫調
理身體理身體。。■■陳瀅與張振朗有不少對手戲陳瀅與張振朗有不少對手戲。。

■陳瀅指抹
嘴動作已成為了
她的ic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