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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go雖然是新人女子組合，
但其實五人都已習舞多年，無論
是拉丁舞、芭蕾舞、中國舞還是
Hip-Hop，都難不倒她們。「我
們的隊名 Bingo， 寓意 Begin
and go，乃是寄語我們能保持初
學者的熱誠去面對工作。當初我
們有20個女生，但公司只會選
出5個，那段時間跟其他參賽者
都相處得很融洽，但我們5人始
終最聊得來，所以知道未來是跟
這幾個人合作時分外高興。而且
我們都不是為了入行才學舞，而
是自小就開始跳舞，所以都有一
定的底子。因為這個共通點，成
為我們共同話題。」

成員間夾動作生摩擦
5個女生走在一起，各有不同
性格，成功通過甄選，但仍接受
了「地獄式訓練」。那時候早上
先跳4、5個小時，然後練唱歌，
晚 上 再 上 堂 ， 學 演 技 跟
Modeling，一星期見足6日，比
家人還親密。隊長Carman識中
國舞，成員Odilia跳了芭蕾舞13

年，彈琴更屬演奏級，Kylie就
參與過李玟的演唱會跳舞，
Christy則拉丁舞香港代表隊。
「我們平均年齡只有22歲，有
不同的跳舞底子，大家意念不
同，夾動作時都會有少少摩擦，
但我們都會聽對方的意見。之前
拍新歌《Crush On You》MV，
在拍攝時經歷過兩次通頂，因此
我們覺得整體效果不齊的話，成
件事都不會好睇，所以我們這方
面下特別多苦功，好多細微位要
執。其實都只是為了做好件
事，所以大家都好執着，
好執着去跳舞。」
而問到在樂壇發展的

目標，Bingo透露由
出道那刻已開始練
習第2首新歌，希
望在今年內能推
出一張規格較大的
EP，不要只有3、4首
歌，而是有 7、8 首歌
的，幾乎是完整專輯的規
格。問到最欣賞的樂壇前輩，
Bingo想也不想便答了容祖兒，

自言每天都要聽她的歌，「祖兒
很有魅力，而且她是憑自己的努
力去登上天后的寶座，很值得學
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
陳秀雯將於七月為盧國沾（沾
Sir）作品演唱會擔任嘉賓，昨日她
到電台宣傳，雯女表示沾Sir開騷一定
支持，自己唱過對方不少作品，麗的和無
綫時期都有，讚他的歌詞好優秀出色。雯女透露屆時會
獻唱出道的第一首歌曲和第一部演出劇集的主題曲，感
到很有意義。問她可有興趣開演唱會？她笑說：「現正
處於半退休狀態，不是要偷懶，若然這次不是沾Sir開
演唱會，我都不會出來，很多人覺得離開這個圈前應搞
一次演唱會，但我沒這心態，可能我又唱歌又拍劇，身
份上有點混淆，暫時都無開個唱打算。」至於會否再拍
劇，她表示很多粉絲都有問她幾時再拍劇，但自己要求
嚴謹，要有高質素劇本先考慮，之前都傾好拍劇，但最
後因劇本不適合便擱置了。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洪嘉禧）「歌詞
大師盧國沾作品演唱會」將在7月22日及23
日於紅磡體育館舉行，兩場門票發售後皆滿
堂紅。盧國沾聞訊後非常開心，表示想不到
圈中仍有很多朋友及歌手支持他，後輩亦對
他十分尊重，使他很感動很感恩！主辦方近
日亦不停接到希望加場的電話，新娛國際負
責人丘亞葵表示：「今次能夠滿堂紅，證明
全體歌手具實力和號召力，所以要加場的
話，一定要所有歌手有期才考慮，這是我對
表演團隊的尊重。」

向雪懷創作流行歌詞超過1,000首，他於台上表示：「粵語歌
文化就像一個和諧家庭，今次演唱會感覺是重聚一起，希

望再次帶起本土及外國遊客回來，不知道這是否一定最好聽，不
過我的歌一定好聽，這是跟黎明邏輯的說法！還有想將自己的經
歷透過歌手傳達出來，希望出來的不是《歡樂今宵》，會有深度
一點，可以保留到粵語歌的文化！」

關淑怡被笑「難得有情人」
向雪懷接着向各友好單位致送其新書著作留念，阿倫一接在手
即笑說：「今日跑馬喎，這是『勝經』來的！」阿倫又指着向雪
懷拍下的廣告照說：「你打出ET Phone Home的手勢，我們這
大家庭都一定出現！」向雪懷也帶笑說：「那大家不好買錯飛
呀！」阿倫才又認真地讚賞：「好欣賞他的歌詞，好到位！像
《一生中最愛》這歌，唱到今時今日大家還在唱！」到其他歌手
上台介紹向雪懷的作品，關淑怡首先上台，阿倫立刻飛身上前扶
實她笑說：「又驚她甩鞋呀！今日精神幾好吖！」其後關淑怡介
紹《難得有情人》這歌，阿倫又搭口笑說：「歌是跟人的，聽個
名就知！」即時引得全場大笑，惟獨關淑怡呆站着變得木無表
情。
而關淑怡在接受訪問時戴上口罩，原來她是患上重感冒仍畀面
出席，她隔着口罩表示不好這樣講，因自己有不少作品出自向雪
懷，對方是從小看到她大，故今次演唱會將唱兩、三首歌，當中
包括《難得有情人》。提到阿倫取笑她「難得有情人」？關淑怡
沒好氣說：「由得他吧！都是搞笑、搞笑，我需要他祝福！」問
到是否很難找到有情人？她表示不去想也沒想過。現在生活開心
嗎？她說：「OK，好忙，看緣分吧！不要趁我病問我這些問
題！」記者指大家關心她，她也表示多謝。至於兒子會否也想她
找個人來陪？她指兒子還不懂這些。會否是兒子想霸住你？她笑
說：「不會啦！」要是有追求者又會否接受？關淑怡說：「沒想
過，也沒時間想這些，大家不用擔心，不好給校長(譚詠麟)影
響！」是否真的很難找到一個好伴侶？她回答說：「隨緣吧！」
阿倫取笑關淑怡「難得有情人」令她在台上木無表情，阿倫繼
續搞笑說：「真的嗎？我去兜口兜面問她！無事嘅，知我跟她玩
和關心她吧！」會否介紹好男仔給她認識？阿倫即說：「不會

了，講緣分，而且不做媒人三代
好，可能將來他的兒子介紹個合眼
緣給她吧！」

左麟右李演唱會或成絕響
另談到有指李克勤3千萬轉會到英

皇？阿倫有點疑惑說：「沒那麼
少！他的動向我會知，但實質價錢
卻不清楚！」有否當他的軍師？他
說：「21歲已是成年人，不用我去
教，但是他要是離開環球當然會有
不捨得，也會感慨不開心，不過手
掌是肉手背也是肉，在公司立場當
然希望他能帶領新人，其實早在半
年前他已跟我傾過，人家給錢多會
明白的，所以我叫他『你去啦』，
但聽到剛才所講的數目就不相信
了，因為我所聽的不是這麼少。」
有否勸克勤留低？阿倫指每家公司
的做法都不同，好讓他出去闖一
下。可是「左麟右李」豈不是要拆
夥？阿倫笑謂：「還可以食麵看
DVD！」會否在克勤過檔前再來一
次「左麟右李告別演唱會」？阿倫
說：「不需要了，緣分來到才做
吧，而且世界沒說沒了誰不可
以！」
鄺祖德於演唱會上唱陳百強的《我的故事》，他指這次獲邀請
後有想過再做幕前，故現勤加操練，暫放棄感情事。但提到之前
他驚爆自己是陳慧嫻男友，即被網友狂轟，他說：「已經沒去
想，也明白大家有權說話，但其實當中有鬧亦有讚，只是讚的沒
人去講，自己看了會懂分析和反思，才有動力去做幕前。」但有
指他對慧嫻的感情只是對號入座？鄺祖德表示不發表意見，過去
的事會將之淡化，更強調目前是單身。

樂壇女子跳唱組合Bingo由關嘉敏（Carman）、王嘉怡（Kylie）、陳康琪（Odilia）、周彥（Chris-
ty）和陳可（Gia），五個女生組成，本身素不相識，全靠對跳舞的熱誠將她們連繫起來。出道前經過
「地獄式訓練」，過程雖辛苦，但彼此鼓勵，5位小女孩希望像偶像容祖兒一樣「跳出我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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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女均有跳舞底子
Bingo視祖兒為奮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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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新
加坡歌手陳潔儀（Kit）曾經參加
《我是歌手3》，因沒以飆高音唱法
以致歌藝受批評，前晚Kit在個人演
唱會上，重提這類飆高音演繹方
式，更以一曲《炫耀》贏取如雷掌
聲，證明自己可以做到飆高音唱
法。
Kit前晚假灣仔伊館舉行首次個人

演唱會，當年合作過《妙手仁心》
一班演員均有現身捧場，計有吳啟
華、林保怡、鄧萃雯、唐文龍、曹
永廉，其他還有陳慧嫻、鄭旦瑞
等。
Kit問大家知不知台灣叫「芭樂

歌」的是什麼？她說：「這並非一
般情歌，歌詞多是密麻麻，感情又
要叫出來，唱時樣子很痛苦，像大
家唱K一樣。早期我是有這類歌，
之後便沒有，因我不喜歡唱，愈要
我唱，我愈不會唱。」台上即報以
掌聲，Kit笑說：「看來你們都很認
同，不過有時間演唱會都會唱一、
兩首，這是市場需要。」Kit便獻唱

《炫耀》，在她飆高音部分時，觀
眾都有很大反應。
整晚換上多套服裝的Kit，在介紹
嘉賓譚詠麟出場時笑說：「每個歌
手都會是個小歌迷，見到某些歌手
時會好緊張，今次沒想過有機會跟
他同台演出，但會否覺得我這身打
扮不夠體面？咁見校長會否有些性
感？」Kit便不停拉高胸口位置。阿
倫台上突然問Kit結婚沒有，因想捉
住Kit隻手合唱《Angel of the Morn-
ing》，Kit 爽快答應：「錫都錫
咗。」然後幫阿倫抹掉自己的唇
印。

開心再見《妙手仁心》藝員
Kit在台上感性說：「同香港好有

緣分，細個講廣東話，又看很多
TVB劇集，但沒想到會來香港認識
很多朋友和拍劇，今晚好多TVB
《妙手仁心》朋友來支持，多謝你
們。兩年前因要做聲帶手術，陷入
人生低潮，全靠身邊人的愛和力
量，當時躺在手術室好驚，不是吳

啟華幫我開刀，是另一個人，現在
可以企番喺度同大家唱歌，真的很
開心。」安哥時則以《着迷》一曲
畫上圓滿句號。
Kit完騷後接受傳媒訪問，她開心

見到《妙手仁心》一班藝員來捧
場，最經典是一班藝員繼十多年後
來個合照，最特別是鄧萃雯的出
現，Kit謂：「雯女在劇中是客串，
那時覺得她很嚴肅很怕她，直至最
近大家做了朋友，經常透過短訊聯
絡，今次是我們以朋友身份第一次
見面，還約好明（今）日見面。」
問到她不喜歡飆高音？她表示：

「不是太喜歡，但要唱都幾過癮，
演唱會可以唱，如要錄音或做代表
作便不是很鍾意。」之前她參加
《我是歌手3》因沒飆高音被批評，
今次在演唱會上唱是否「示威」，
她稱：「是我的粉絲都有看過我演
出，沒什麼好Prove，為演唱會去唱
都可以，但如果上個節目刻意去唱
便不會了。」

首度在港開唱陳潔儀飆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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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goBingo 55位成員皆習舞多年位成員皆習舞多年。。

■■隊長隊長CarmanCarman識中國舞識中國舞。。

■Odilia跳了
芭蕾舞 13年，
彈琴更屬演奏

級。

■表演歌手
為演唱會錄
主題曲《前
程錦繡》。■■陳秀雯陳秀雯

■■陳潔儀與嘉賓譚詠麟合唱陳潔儀與嘉賓譚詠麟合唱。。 ■■陳慧嫻捧場陳慧嫻捧場。。

■若克勤離開
環球，阿倫坦
言會感不捨。

■■向雪懷向雪懷((右二右二))的作品演唱會將於的作品演唱會將於88月月1212及及1313日舉行日舉行。。 ■■譚詠麟譚詠麟、、關淑怡關淑怡、、王馨平王馨平、、林志美等支持向雪懷林志美等支持向雪懷。。

■■左麟右李或將面臨拆夥
左麟右李或將面臨拆夥。。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一班《妙手仁
心》演員重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2016香港夏日流行音樂節．向雪懷一生中最愛

作品演唱會》將於8月12及13日假紅館舉行。在昨日記者會上，大會邀得演出歌

手出席支持，包括譚詠麟、關淑怡、王馨平、林志美、李國祥、周啟生、吳國敬及

太極樂隊等。有傳李克勤將以3千萬由環球轉會到英皇，阿倫指半年前已知悉此

事，更鼓勵克勤去闖，不過他表示所聽聞的克勤轉會費不止3千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