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6年年77月月2424日日（（星期日星期日））B8 娛 樂 新 聞■責任編輯：梅馨文 ■版面設計：黃力敬

��
((

阿緯沒否認奉子成婚
台灣組合Lollipop＠F成員劉峻緯（阿緯）前日迎聚拍拖4年
的富家千金「豆豆」。伴郎團除有隊友小煜及威廉外，吳克羣
亦特意推掉工作做伴郎及擔任婚禮歌手，唱出《為你寫詩》賀
一對新人。
據台灣傳媒報道，阿緯與太太其實沒有明確的正式交往日，
所以就認定2人相識的「12月1日」當作紀念日。阿緯透露有造
人計劃，希望生女孩，眾人立刻取笑「豆豆」穿婚紗拍照時一
直手抱腹部，該不會早雙喜臨門？威廉幫口打圓場道：「那是
在縮小腹！」而敖犬因有工作在身未能出席隊友婚禮，令六位
棒棒堂成員未能齊人合體，
當他在網上隔空送祝福時，
已誤爆阿緯是奉子成婚，對
此阿緯受訪時未有否認，只
表示有好消息會通知大家。
另提到其妻是豪門千金，阿
緯揚言沒有壓力，女方家裡
給她很好的環境，他也希望
自己能給對方相同的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洪
嘉禧）第六季的《麦王争霸》舉
行在即，now TV將與廣東廣播
電視台珠江頻道攜手合作，舉辦
香港地區海選招募活動。記者會
昨日於中環舉行，邀請了廣東廣
播電視台副總編輯楊卓興和電訊
盈科媒體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邱
健忠為主禮嘉賓。除了公佈海選
事宜外，更特別邀請了第四季比
賽冠軍泳兒、第五季比賽冠軍C
AllStar及曾參賽的洪卓立等與傳
媒見面，向大家分享參賽心得，
同時呼籲大眾參加是次海選活
動。楊卓興說：「《麦王争霸》
的節目以發掘歌唱新人和凝聚樂
壇的力量為宗旨，並通過粵港的

電視和電台的平台推動粵港青年
之間的文化交流。而香港歌手的
加入，大大促進了粵港兩地的音
樂交流，《麦王争霸》亦是香港
藝人、歌手進軍內地市場的橋
樑。」
記者會上，作為師兄師姐，五

組嘉賓分別跟大家分享了參賽心
得外，亦將自己的一些歌唱技
巧、小秘技向大家展露，泳兒和
洪卓立分別獻唱他們的代表作
《我的情書》和《彌敦道》，而
有豐富比賽經驗的C AllStar則分
享他們當初參賽的心情：「雖然
我們是參加歌唱比賽出身，但在
參加《麦王争霸》前仍是非常緊
張，亦很高興透過這個比賽可以

令大家見到耳目一新的C All-
Star，令我們的歌可以去到更加
遠。」而問到怎樣可以討評判的
歡心？C AllStar說：「我們會預
先排列自己的歌的優秀程度，之
後再根據不同的場合選擇合適的
歌，亦盡量帶給大家不同風格的
歌曲。」
這次是《麦王争霸》首次在香

港地區舉行海選活動，將會在參
加者中選出最終十強選手代表香
港，出戰《麦王争霸》爭奪獎
項。海選招募將於下周開始展開
至8月17日，希望能在這段期
間，找到熱愛廣東歌的天籟之
音，代表香港與各地選手一較高
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
文釗）衛蘭、衛詩兩姊妹
轉投新公司後，昨日與同
門歌手Dear Jane、陳詠謙
出席商場音樂會，衛蘭
（Janice）笑言轉到新環境
後工作量暴增，要做回她
們「失蹤」時間的工作。
衛詩（Jill）開心能重踏

舞台與歌迷見面，與同門
歌手和工作人員相處融
洽，感覺已像一家人一

樣。笑問她們能否應付忙
碌工作時，Janice說：「起
初也有點不慣，現在也開
始適應，但好開心因為感
覺終於有工作做。」下月
將舉行演唱會的Janice，表
示會與妹妹拍檔做巡迴演
出，暫時會到內地5個城
市，問她如何準備巡唱，
Janice笑道：「都是普通練
歌和做運動，跳舞就交畀
妹妹，因為我不喜歡

跳。」Jill就稱小時候曾學
爵士舞和芭蕾舞，跳舞環
節應難不到她。自多年前
日本涉毒案後，Jill已重新
做人努力工作，不再行差
踏錯，Janice也會從旁提點
和看實她。笑問Jill交男友
是否也要Janice先過目，
Janice笑道：「都要，因為
我自己找男友都要過妹妹
一關。」Jill就表示與教會
男友分手後未有再拍拖，

現在維持單身不心急拍
拖，相信緣分到時，另一
半自然會出現。

BINGO「代言」新車配件
新晉5人女子組合BINGO、譚嘉荃（Amy）、漢洋及瑪姬齊齊於
九龍灣出席新車發佈會，8人獲委任為車中各部分的「配件代言
人」。BINGO為軚軨及Bumper（緩衝器）的代言人、譚嘉荃代言
座位、漢洋是倒後鏡，瑪姬則為軚盤代言人。BINGO成員Kylie最
近常駕車載着隊友四圍出席活動宣傳新歌，但她本人卻鍾情小型車：
「因為我好喜歡被包圍的感覺。」大會司儀路芙則笑她：「係呀，尤
其最鍾意被猛男包圍住！」成員Carman說愛車有天窗，因可以看星
星，路芙指她愛浪漫，Carman即笑說：「係看猩猩呀！」

戴佩妮新專輯限時限量
金曲歌后戴佩妮下月13日將在台北小巨蛋開

唱，新專輯《賊》當天限時限量發行4000張。戴
佩妮昨日下午在台北舉辦「好賊日」專輯宣傳活
動，談起新專輯限時限量，她笑喊：「我的團隊
也滿賊的」，為回饋台
灣粉絲相挺，看到演唱
會售票成績很感恩，希
望粉絲第一時間拿到新
專輯，但不能預設每人
都會買，不敢印太多
張，並透露之後會有簡
體版，且照片都會重
做。她還開玩笑說，如
果專輯賣不完，她就吃
掉CD，後來又直呼專輯
尺寸好像無法塞進嘴
裡，解釋吃掉就是指
「把它吸收掉」。

衛蘭衛詩擇偶互相過目

《麦王争霸》香港海選招募

C AllStar泳兒分享參賽秘技

■■一對新人嘴對嘴一對新人嘴對嘴
錫錫錫錫，，大晒恩愛大晒恩愛！！

■阿緯要讀出十條愛妻宣
言，才能成功接到美嬌娘。

■戴佩妮昨邀歌迷一起
尋寶。 中央社

■■《《麦王争霸麦王争霸》》香港海選招募記招昨日舉行香港海選招募記招昨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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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兒獻唱泳兒獻唱
代表作代表作《《我我
的情書的情書》。》。

香港文匯報訊 著名填詞人盧
國沾（沾Sir）前晚於紅館舉行
一連兩場《歌詞大師盧國沾作品
演唱會》頭場，除邀得葉振棠、
羅嘉良、麥潔文、薰妮、李龍
基、柳影虹、曾路得、陳秀雯及
區瑞強等擔任嘉賓獻唱經典歌
外，更有一班後輩歌手許廷鏗、
胡鴻鈞、鄭俊弘、胡琳及 C
AllStar鼎力支持，場面熱鬧。
當晚坐着輪椅的沾Sir先與徒

弟羅嘉良一齊升上舞台，羅嘉良
演講開場白：「請大家以熱烈掌
聲歡迎我的恩師，詞壇聖手盧國
沾，多年來一直寫了很多精彩的
歌。」沾 Sir 接着表示自加入
TVB以來，寫了三千首歌，自己
離開了樂壇20年，想不到會在
紅館見到大家。說畢後，沾Sir
由羅嘉良護送下台，坐在台邊欣
賞演唱會。
打頭陣演出的葉振棠唱出一系

列電視劇主題曲後，又唱出亞視

劇的主題曲《浴血太平山》，他
感慨說：「一直與沾Sir合作了
很多年，想不到一些歌要直至個
台（亞視）執笠後才有機會
唱。」

薰妮險墮台
陳秀雯亦有上台唱出多首金

曲。隨後，她獻唱《殘夢》時，
羅嘉良驚喜現身與她合唱，其後
羅嘉良就在台上唱出《天龍
訣》、《小李飛刀》等歌曲。唱
畢後，曾與沾Sir反目的羅嘉良
感觸指，雖然大家 20 幾年無
見，但沒有沾Sir就沒有今日的
他，他說：「我參加第三屆新秀
比賽，多得沾Sir發掘我，做我
第一個經理人，我永遠不會忘記
他對我的恩情，我很幸運，在無
人識我的時候，多得沾Sir寫了
一首好勁的歌給我，就是他用半
小時寫完的《秦始皇》。」之後
他又與雷安娜合唱《人在旅途灑

淚時》。
另薰妮欲行落台親近粉絲的時

候，剛巧在她前面的升降台開始
下降，幸好台邊的觀眾急忙提醒
薰妮，才有驚無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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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嘉良多羅嘉良多
謝盧國沾謝盧國沾。。

■■群星拱照盧國沾群星拱照盧國沾。。

BIGBANGBIGBANG亞博騷首場亞博騷首場

GD & T.O.PGD & T.O.P任任摸摸
辣㷫粉絲辣㷫粉絲辣㷫粉絲辣㷫粉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娜）韓國天團BIGBANG前晚起一連三日假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共四場的「2016 BIG-

BANG MADE [V.I.P] TOUR IN HONG KONG」見面會。在前晚的頭場，5子除了熱唱14首歌外，還與粉絲玩遊戲

時大派福利，當中以G-Dragon（GD）一手攬粉絲入懷和T.O.P讓粉絲摸胸摸臀最令人吃驚，惹來尖叫連連。

■■勝出男粉絲與勝出男粉絲與BIGBANGBIGBANG

影合照影合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T.O.P任由粉絲摸心口。 網上圖片

■■有指今次是有指今次是 BIGBANGBIGBANG 入伍入伍
前前，，最後一次齊人在港開騷最後一次齊人在港開騷。。

■GD Man■GD Man爆攬粉絲入懷爆攬粉絲入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前晚首場見面會不但全場爆滿，亦
吸引藝人關之琳、鍾鎮濤一家等

來捧場。見面會約晚上8時半開始，5
子分別用英文打招呼，稱很掛念港
迷。太陽更出口術讚港男型、港女又
靚又性感。他們隨即玩遊戲，比拚投
球和打保齡球，事前獲隊友公認運動
細胞最勁的大聲在保齡球環節兩度失
手，他解畫稱太多粉絲看住他，他怕
醜所以失準，T.O.P 則踢爆大聲：
「無人時他玩遊戲叻，整跌東西都很
叻，講大話就最叻。」而兩個遊戲都

包艇的GD就表示無所謂：「遊戲不
重要，最重要是和大家在一起。」

勝利被男粉絲激到嗌回家
及後，輪到5位粉絲上台與BIG-
BANG一齊玩遊戲，5子出盡法寶迎
接粉絲出場，T.O.P拖粉絲手兼吻手
背引起哄動，之後他再做多次表示其
實是吻自己手背，台下粉絲才息怒；
大聲和太陽則大方送抱，GD則單手
搭粉絲膊頭；勝利最誇張，公主抱男
粉絲轉一圈，可是他似乎不滿拍檔是

男生，不時高呼「Ｗhy？」，尤其當
男粉絲面對太陽一連串關於勝利的問
題都答不出時，勝利一臉失落，更直
言：「我想回家。」又稱GD拿走了
他所有東西，逗笑全場。
他們和粉絲分成5組玩翻碟比賽，
但GD玩到一半就棄權，直言：「遊
戲太危險，不行！」跟住一手攬住女
粉絲的頭入自己胸懷，全場即時尖叫
聲四起。T.O.P則於賽前捉住女粉絲
手摸自己心口和臀部，看到大家眼
凸，他則到第二局時也學GD棄權，

稱太辛苦。最後由太陽勝出，其男粉
絲拍檔不但獲得太陽的簽名熊仔，以
及與5子合影，並贏得兩場下月BIG-
BANG韓國場演唱會門票兩張。
5子熱唱多首新歌，到安哥時，他們
數度高呼「我愛香港」，又約定大家
下場再見，並最後以經典作《FAN-
TASTIC BABY》結束活動。見面會
結束後，大會有安排「Send-Off」活
動，讓約300名粉絲夾道歡送5子離
開，GD和大聲不時揮手道別，太陽則
停下來幫粉絲簽名兼擊掌，最識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