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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出道32年的「歌神」張學友推出全新「A
CLASSIC TOUR 學友．經典」世界巡迴演唱會，今年10
月從北京起跑，明年2月在台北小巨蛋開唱。學友前日赴
台，昨日在下榻飯店受訪聊近況。
學友透露近來已在練唱，他又表示：「沒有唱得好的，

只有練得夠不夠而已」，兩周沒練就會明顯發現唱不上
去，以前就常聽到「曲不離口」，從前不覺得，現在是千
真萬確，有更深層了解。
55歲的學友坦言沒特別保養，但有開始做肌肉鍛煉，最
主要是保持體態，自己看會開心一點。問他是否打算在演

唱會騷身材？他笑稱：「該脫的時候都沒脫了，現在脫幹
嘛？沒理由。」
巡演將挑戰4面舞台，學友直言唱那麼久了，隨便做一

個，他也不甘心，寧可多練、多嘗試。他又自稱「有點賤
骨頭，一定要逼下去」，現在不太可能有人逼他，只有自
己逼自己，年輕時有些歌怕出狀況，刻意不唱現場，現在
不管了，很想唱就練好、放手唱。
此外，談到「哈林」庾澄慶與主播張嘉欣結婚喜訊，學

友透露前晚有和庾澄慶吃飯，並形容為「第一次和嫂夫人
見面」，他指哈林結婚也有跟他說，但沒邀他喝喜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敏娜）日本女子組合仮面女子所屬
的愛麗絲十番組昨日假西九龍中心舉行擊掌會，吸引不少粉
絲來捧場，當中有日本粉絲，也有粉絲學她們戴着面具來。
她們一行六人戴着面具和拿住道具現身，甫出場已宣佈將於
11月6日在港開騷。她們熱唱兩曲後，即用廣東話打招呼：
「大家好，我哋係仮面女子，請多多指教。」又用英文表示
很開心再來港。接着，她們再熱唱三曲，其間，她們不時除
下面具唱歌，又拿道具噴出廁紙，最誇張是隊長立花安奈坐
上橡皮艇，由3名男工作人員舉着繞場一周。及後，她們在
台上表示前天抵港時去了逛女人街，感到香港很有活力，聽
到別人說廣東話都想學，並即場學講「叉燒菠蘿包」。之
後，她們與粉絲逐一擊掌，現場氣氛高漲。

香港文匯報訊美國歌手B. Howard日
前在深圳出席記者會，宣佈簽約中國
90 Plus公司，正式向亞洲發展。同樣簽
約90 Plus的還有美國hip-hop音樂界巨
頭MASTER P。
B. Howard來頭不少，他出生於音樂世

家，外婆是榮登搖滾名人堂的The Cara-
vans的Josephine Howard，母親是美國
響當當的靈魂歌手及演員Miki Howard，
至於生父則盛傳是已故流行天王米高積遜

（Michael Jackson, MJ）。有不少人指B.
Howard各方面都太像MJ。
記招上，B. Howard與MJ的同父異母

妹妹Joh'Vonnie Jackson現場連線，場
面溫馨。Joh'Vonnie表示為B.Howard的
音樂成就感到驕傲，並承諾下次會陪伴
B. Howard一起來到中國，此舉似間接
證實了二人的「親屬」關係。據悉，剛
剛簽約的B.Howard今日飛往北京錄製
節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商台主席何驥、首
席智囊陳智雲與一眾DJ包括林海峰、葛民輝、森
美、小儀等人前晚出席《商業電台五十七周年台
慶》晚宴，咪前幕後聚首一堂並玩遊戲抽獎分享近
十萬元獎金。
適逢明年是森美、小儀拍檔合作20周年，二人坦

言有計劃大事慶祝一番，森美說：「現在有兩個構
思，一是做一個騷、二是重做停辦6年的森美小儀
歌劇團，當年很多小演員現已結婚生仔，好想找他
們回來一起慶祝。」森美稱游學修、顏卓靈當年也
是小演員之一，開心見到他們在行內順利發展，有
為娛圈開枝散葉之感，他希望能找回當年曾參與過
歌劇團的歌手再亮相，屆時場面一定比頒獎禮更震
撼。笑指小演員都開枝散葉，惟獨小儀未有着落，
森美笑道：「這樣就安排一場咀戲給她，她做現代
武大郎，找個現代潘金蓮給她。」至於二人會否私
下慶祝，森美說：「不會了，我們又不是要拆伙，
現在開工日日都見到她。」

舉行「5魔女」之選
另外，陳志雲、商業一台節目發展經理郭志仁、叱咤903

助理總監謝茜嘉就一同受訪透露商台明年大計，陳志雲將繼
續負責《在晴朗的一天出發》節目，一台方面就請來重量級
嘉賓，即將退任立法會主席的曾鈺成開咪，屆時會請來各界
友好上新節目《鈺成千里目》，娛圈中人暫定會邀請許冠
文、周潤發、黃子華等上節目。同時《一圈圈》節目會舉行
「5魔女」之選，選出50歲以上的美魔女，陳志雲聞言即倡
議要提名俞琤，因為對方一定過50歲。謝茜嘉就稱除了森美
小儀20周年外，朱薰與陸永的兒童節目也會搬上舞台，而鄒
凱光也會回歸開咪支持港產電影，音樂方面也會積極聯絡新
歌手或未曾踏足過紅館的歌手合作搞音樂會。

伊能靜公開傷口含膿相
香港文匯報訊台灣女星伊能靜6月在美國
剖腹誕下女兒「小米粒」，不過伊能靜坐月
期間竟發現傷口裂開，更受感染含膿兼發出
異味，需再開刀清理傷口。相關的美國醫生
前日透過律師發表聲明反擊，指伊的說法與
事實有出入，並指某女士
多次臨時取消覆診，會對
她的言論「保留法律追訴
權」。伊能靜昨日在face-
book留言反擊，詳細還原
事情經過，亦將潰爛兼裂
開的傷口公之於世；伊能
靜又不滿意對方利用同佢
嘅合照作宣傳，擬發律師
信保留追究權利。

五月天隔三年再登北京鳥巢
新華社電五月天的「Just Rock It 2016

就是演唱會」北京站由前日開始一連三日
在國家體育場（鳥巢）舉辦。時隔三年，
台灣天團五月天再次登上鳥巢舞台，與萬
名歌迷互動。之後，演唱會還將陸續登陸
上海、南京、南昌、深圳等城市。

夏春秋指生了君如是最大成就
香港文匯報訊人稱

冬叔的夏春秋，曾接
演過無數戲劇，其中
以風趣手法主持六合
彩的攪珠節目而深入
民心，他另一個予人
認識的身份是吳君如
的父親。近日，他接
受有線《星級會客
室》專訪分享逸事。

冬叔於1957年入行，擁有60年的演藝生
涯，大部分人認識他都是源自六合彩，「當
年入行想做小生，點知嫌我太矮，所以一直
做下配角，之後被安排做六合彩主持人，我
唔係用報道式去做，較生活化，啲觀眾就鍾

意睇。」憶起當主持的輝煌時間，冬叔表
示：「當時做到爆show，有固定收入，最高
紀錄接咗十三個廣告。」其後電視台因人事
變動，冬叔被調離六合彩主持一職，對此他
並無怨言，「我要求唔高，一生只求三餐溫
飽。我個人從來唔會去爭取啲咩，即使有人
欺壓我，我都唔會有咩怨恨。」
雖然在冬叔眼中，君如又醜屁股又大，但
當初卻是他幫助君如打開演藝之門。冬叔直
認君如遺傳了其表演因子，女兒如今在演藝
圈得到如此好的成績，冬叔亦老懷安慰，
「佢由細到大都好孝順，現在佢有能力，又
會主動供養我哋。我覺得自己最大成就唔喺
娛樂圈，而係生咗君如。」冬叔又大爆君如
十分崇拜陳可辛的才能，不過他強調從不干
涉子女的感情事，即使之前曾傳出他們婚
變，他亦不曾過問。

被指是米高積遜私生子
B. Howard簽約中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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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娜）日本搖滾班霸X JAPAN的紀錄片《X
JAPAN的死與生》已於夏日國際電影節上映，昨日隊長YOSHIKI應

香港國際電影節邀請來港，假九展舉行記者會，吸引500名粉
絲出席。他甫現身，粉絲已高呼「Ｗe're X！」，氹得他

甚開心。提到樂隊紀錄片，YOSHIKI坦言已看了5
次，每次看總會哭，現場他也不禁感觸嗚咽。

席間，他分享拍片點滴，提到已看了該片5次，每次看到
哭，超過10次，他說畢後突然停下，抿嘴不再說下去，唞

了一會兒才嗚咽說：「我不能再說，我會哭。」他補充指電
影開首很慘，但結局其實是開心的，是一部很正面的電
影。他謂香港是X JAPAN舉行第一個海外騷的地方，給
他們勇氣去辦世巡，所以視香港為故鄉。他更自爆想
在香港開一間錄音室，又連講3次「amazing」讚港
迷。
談到有什麼話想對港迷說，他表示想彈琴給
大家聽，並即時彈了《Forever Love》和
《Endless Rain》，粉絲跟着和唱。記者會
尾聲時，有粉絲衝上前送禮，YOSHIKI
下台收禮物，隨即引起小混亂，但
YOSHIKI心情甚佳，與粉絲影大合
照，又拿出手機自拍。

醫生勸顧及手傷棄打鼓
及後，YOSHIKI接受傳
媒訪問時表示決定拍這

部片真的很難，「我從未準備好去談所有話題，最困難是談到父
親自殺、主音Toshi被邪教洗腦，以及隊友Hide和Taiji的離世，
但很開心電影能夠面世。」問到是否變得樂觀去面對死亡？他直
言：「仍然會感到傷心，但每個人都要面對家人朋友的離去，非
我獨有，希望電影能幫到大家心靈變強去面對這些悲傷。」他又
表示母親一直覺得他活不長，他仍生存，母親已很開心，無論他
做什麼都沒關係。不過，看他右手仍戴着護腕，他直言：「醫生
不開心見到我繼續打鼓，但我是鼓手，不能放棄打鼓和彈琴，而
且比起心靈上的痛楚，肉體上的痛楚其實很小兒科。」
片中他曾表示唱片公司一直有派人拍下他的一舉一動，問到是

否現在也一直有專人拍他？他笑言：「有，每日都有人拍住我，
除了我沖涼時，我的生活太戲劇化了。（會否想出個人紀錄
片？）我不知道，但我有以古典音樂家身份舉行巡唱，去了10
個國家，其間拍下了不少片段，希望將來可以製成紀錄片推
出。」對於10月在日本舉行的視覺系音樂節，他表示：「看屆
時做得如何，好的話都想在海外舉行。（香港呢？）為何不？」
至於大家最關心的新碟問題，他直言：「我經常都說就快會出，
可是大家不信我，但今次是真的，新碟已去到最後階段，今年內
將會完成，會同隊友見面討論出碟日期，期望明年初推出。」

來「
故
鄉
」宣
傳X

JAPAN

紀
錄
片

爆每次看YOSHIKIYOSHIKI
總 流 男 兒 淚

■YOSHIKI■YOSHIKI
講到嗚咽講到嗚咽，，不不
敢再說敢再說。。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YOSHIKIYOSHIKI右手仍戴着護腕右手仍戴着護腕。。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為答謝粉絲，
YOSHIKI 即
席 晒 琴
技。

■■YOSHIKIYOSHIKI
興奮展示粉興奮展示粉

絲所贈的簽名絲所贈的簽名
bannerbann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