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
((

20162016年年88月月2727日日（（星期六星期六））A35 娛 樂 新 聞■責任編輯：梅馨文 ■版面設計：張景光

王寶強離婚後首露面展笑容
內地男星王寶強早前發表離婚聲明，自爆其妻子馬蓉及經
理人宋喆發生「婚外不正當兩性關係」行為，因此憤而提出
離婚，現在甚至連財產也疑遭馬蓉捲走，處境令人心疼。事
隔12日，王寶強終於露面，昨日凌晨他更新微博，與昔日奧
運乒乓球冠軍
王 楠 等 人 合
照，留言道：
「奧運精神，
兄弟之情，舉
杯同慶，其樂
融融。」照片
中，王寶強沒
刮鬍子，但露
齒而笑，看來
心情不俗，似
已慢慢走出陰霾。

周杰倫孖球星林書豪拍MV
台灣天王周杰倫（周董）邀球星林書豪合拍新歌《土耳其

冰淇淋》MV，首次拍MV的林書豪直呼「好玩」，兩人打籃
球又彈鋼琴。
MV中，周董與林書豪先是各自開車不期而遇，林書豪主

動向周董下戰帖，問「要不
要挑一下？」結果是在投籃
機前較勁，周董表現得出奇
厲害，讓林書豪大呼不可思
議。
林書豪在拍攝過程跟着唱

副歌，笑稱小時候練過幾年
鋼琴，但沒學得很認真，
「通常我媽要我每天練1個
小時」；周董回憶起小時候
媽媽嚴格要他練琴情景，
「我小時候是每天練兩個小
時，我覺得我還是不要打籃
球，彈鋼琴就好了。」

胡琳自揭珍藏舊愛所贈名錶
胡琳日前到中環出席品
牌活動，並即席獻唱JAZZ
版《重口味》一曲。問她
最懷念昔日拍拖的片段，
曾在紐約讀書的胡琳坦
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
紐約中央公園，會想起以
前拍拖的畫面。而胡琳亦
有收藏手錶的嗜好，舊愛
贈送的名錶就成為心頭
好，她說：「嗰隻都好似
要5位數，不過價錢唔係
重點，係在乎心意！錶除
咗記錄時間之外，仲有好
多美好嘅回憶喺入面！」

章子怡任多倫多電影節評審
第41屆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將於下月8日至18日舉行，大會
昨日宣佈華人女星章子怡將會為「站台單元」擔任評審。屆
時，她亦會在15日現身電影人對談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王菀之
（Ivana）和張敬軒將於明
年2月16至18日首度合體
假紅館舉行「The Magical
Teeter Totter 演 唱 會
2017」，票價最高$680。
Ivana和軒仔這對好拍檔

相識多年，默契十足，今
次的演唱會海報他們決定
要玩味濃，要嘗試做巨人
和小人的角色，軒仔自覺
造型有如菊花展般靚。
為了這個紅館騷，二人

多次開會，結果一致通過命名為
「The Magical Teeter Totter演唱會
2017」，意思是搖搖板。軒仔搞笑
說二人其實是兩個搖搖。其實他們
相處就好像一齊玩搖搖板，一時鬥
嘴，一時互攬。私底下二人也是非
常要好的朋友，Ivana透露他們經常
約埋買餸煮飯仔傾心事，軒仔即笑
說：「買嘢係你同蘇生做嘅！」Iva-
na偷笑。當軒仔表示二人關係就如
最佳拍檔時，Ivana即煞有介事地
說：「我哋冇嘢㗎！」軒仔哈哈大
笑說：「我哋芥蒂就有好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娜）日本搖滾勁旅
LUNA SEA的結他手INORAN前晚假九展開騷，吸

引不少樂迷來捧場。
他全晚熱唱
個半小時，
甫出場已唱
出本周三才
推出的新碟
《Thank
you》的同名
主打歌。不
過，在演唱會
初期，其咪架
疑似過高，他

數度示意工作人員來調整，他還調皮地趁工作人員調
整時拍了對方的頭兩次，但調整完畢不久，他一按
咪，咪架卻自行滑落，他一臉無奈，只好自行調校。
全晚他唱了不少新歌，尤其唱到《Wherever I go》

時，他成功忍住眼淚，沒有如錄碟時般落淚。他表示
相隔2年再來港，很抱歉上次巡迴沒有來到，港迷即
時高呼「沒關係」，也有港迷趁機告白，他說中文
「我愛你」回應。他也不時搞氣氛，用廣東話連問7
次「開心嗎？」，而當粉絲讚他好型時，他則以「香
港最正」回應。
安哥時，唱到聲沙的他再度用廣東話問大家：「開

心嗎？」他再次感謝粉絲來捧場，並約定大家明年夏
天再見。完騷後，他與近百名VIP粉絲舉行攝影會，
逐一影寶麗來留念。

INORANINORAN港騷愛搞氣氛港騷愛搞氣氛
逐一與粉絲影寶麗來逐一與粉絲影寶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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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立兒玩滑水梯前要着多件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敏娜）日本
著名動漫男歌手影山浩宣昨日來港，
今日會現身時代廣場的《聖鬥士星
矢》30周年展覽，獻唱主題曲。他謂
還未看過展覽，希望明（今）天演出
時有機會看。他亦有份主唱動漫《龍
珠Z》的歌，坦言唱了這兩部動漫
後，粉絲激增，每次開騷也一定要唱
這兩部動漫的歌，「早前去法國開騷
唱這些歌時，當地歌迷非常興奮。」
他謂《龍珠Z》的歌曾改編成多個版
本，但他最愛還是原版。
另外，他亦是動漫歌曲演唱組合

JAM Project的隊長。JAM Project將

於11月在港開騷，門票今日作公開發
售。他表示還未開始準備港騷，但預
告會唱新歌及穿西裝演出。問到如何
帶給觀眾新鮮感？他直言：「JAM
Project一直有推新歌，而看每部動漫
的粉絲都不同，自然會有新鮮感。」
而明年出道40年的他坦言：「唱了這
麼久，就算不悶都習慣了，所以會告
訴自己每次來看演唱會的粉絲都不
同，要抱着滿足他們的心去唱。」對
於今後的展望，JAM Project方面會繼
續努力，創作多首激昂的歌，而他自
己則想唱多些不插電作品，想用音樂
去傳訊息給樂迷。

影山浩宣開騷必唱動漫飲歌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李思穎李思穎））周汶錡周汶錡、、洪欣和兩歲半的女兒張晞彤

洪欣和兩歲半的女兒張晞彤、、徐榮及女兒徐心怡
徐榮及女兒徐心怡、、鍾麗淇鍾麗淇、、SolerSoler細孖夏健細孖夏健

龍龍（（DinoDino））一家四口昨日出席營養產品

一家四口昨日出席營養產品ILLUMAILLUMA活
動活動。。早前洪欣上載比堅尼照到網上

早前洪欣上載比堅尼照到網上，，被網民大讚保養得好
被網民大讚保養得好，，不過她不過她

指其夫張丹峰卻唱反調指她變了肥師奶

指其夫張丹峰卻唱反調指她變了肥師奶，，可是她仍然一於少理
可是她仍然一於少理，，放膽繼續食

放膽繼續食。。

洪欣首次帶女兒出席活動，但見被
媽咪抱着的晞彤表現淡定，洪欣

笑說：「她進步了，但都有點緊張，剛
才不停說『想睡覺』，平時好怕醜，
沒試過見這麼多人，見得最多人是一
歲生日會時，結果喊了幾個鐘。囡囡
明年便入讀幼稚園，現在忙於揀學
校，我都好緊張。」
洪欣早前在社交網放上比堅尼照，
被網民大讚保養得好，對此，洪欣自
爆老公張丹峰唱反調：「老公話我
keep 得唔好，變了肥師奶，水桶
腰，我話人人都讚只是他彈，他說
因睇得最清楚。雖然他不滿意，我
卻沒有理會，因我太喜歡吃東西，
吃了才算，不會怕肥。」

周汶錡叫停兒子學行
洪欣自言不煙不酒，生活簡單，
也說不出有什麼保養秘訣。有指
她和大仔張浩鋒似兩姊弟，她笑
說：「大仔細個時叫他叫我做
『家姐』，他就會喊，問我是否
以後不做他媽咪，好大反應，他
很錫妹妹，經常當妹妹是公仔咁
摸，（囝囝想要多個妹妹？）不
是，一個已夠，老公會第一個反
對，覺得好大壓力，因老公要

推掉工作陪我，陪埋坐月，他覺得男人應
該出去工作。」
周汶錡單拖現身，她透露前日與老公
結束法國11日之旅返港，原本
計劃去一個月，因沒有帶兒
子 Jacques同行，便把行程
縮短，她笑說：「去到第
五日已經好掛住囝囝，叫
媽咪拍囝囝video給我看，
老公都話頂唔順要回來，我
們一落機便衝返屋企鬥快肉
緊攬錫囝囝，好變態，因怕
他忘記我們，也是頭一次離
開囝囝咁長時間，媽咪同我
講囝囝想行路，我說不要讓他
行住，因不想錯過囝囝學識行
路的時刻，（此行有否努力造
人，法國製造？）邊度製造都好，到
時再算。」
鍾麗淇說到細女Michela正學游泳，她表

示：「3、4個月大已經放她落泳池預備潛
水，細女好鍾意，現在細女9個月大應該識閉
氣，又喜歡玩水，大女5歲就游水做治療。」
徐榮的10個月大囡囡徐心怡（包包）表情
多多，相當受歡迎，徐榮指囡囡開始講外星
話，第一句識講是「姐姐」，笑言要叫
姐姐（指工人）教包包講「爸
爸」。

■■周杰倫周杰倫
■■林書豪林書豪

■■胡琳胡琳

■■影山浩宣影山浩宣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蔡立兒望新舊蔡立兒望新舊
歌迷認識自己的歌迷認識自己的
聲音聲音。。

■■INORANINORAN與粉絲影合與粉絲影合照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INORANINORAN全晚全晚
熱唱個半小時熱唱個半小時。。

■■雖然不停互窒雖然不停互窒，，但揀相時但揀相時
軒仔鬼馬從後攬着軒仔鬼馬從後攬着IvanaIvana。。

■■洪欣首次帶女兒出席活動洪欣首次帶女兒出席活動。。

■■周汶錡與老公為見囝
周汶錡與老公為見囝

囝趕返港囝趕返港。。
■■DinoDino一家四口合照一家四口合照。。

■■徐榮囡囡包包在現場相當受歡迎
徐榮囡囡包包在現場相當受歡迎。。

■■王寶強王寶強((左二左二))看似心情不俗看似心情不俗。。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蔡立
兒、張惠雅（Regen）、羅孝勇、安俊
豪（Simon）、柳妍熙等前晚出席
「Slide The City」音樂會。蔡立兒表示
很喜歡做戶外騷，感覺挺自由，亦曾在
澳洲、大馬有華人地方做過，問到有否
遇過發酒癲的粉絲？她表示華人觀眾較
守規矩，反而會遇到瘋狂粉絲，原因是
太耐無見，所以見到面想攬住或摸她，
這些都無惡意，自己意識到對方行動時
便避開，也試過在澳洲與多年無見的親
戚相遇。
問她想開個人音樂會嗎？她坦言希望

先做好宣傳，好讓新舊歌迷認識自己的
聲音和人，現在她成熟了，有個全新蔡
立兒的聲音送給大家。活動現場有滑水
梯，蔡立兒都想玩一下，笑言：「等我

揀好套衫先，因朋友玩完話好激烈，但
自己不會着性感泳衣，一定會着兩件，
裡面是泳衣打底再着多件T恤，免得擦
損皮膚。」
Regen抱恙現身，她表示可能一冷一

熱引致痾嘔感冒，「已經看過中醫。不
過醫師邊睇邊搖頭，自己都有讀中醫，
感覺到個肝有問題，尿液好嚇人，因我
喜愛飲酒，現在要好好調理身體，減少
出夜街和減少飲酒。」
9月生日的Regen，跟媽咪的生日很

接近，兩母女已計劃到韓國旅行慶生，
Regen笑說：「準備帶媽咪到當地夜店
見識，韓國最出名『Oppa』，（你想
拍拖？）就快28歲，眼見身邊朋友開始
做媽咪，感覺不錯，或者我去韓國借
種，還是不好，都是香港種好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