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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
慶全）周潤發太太陳薈蓮
前日（12月28日）生日，
發哥與家人及一班朋友為
發嫂慶生去吃上海菜。席
間朋友送上一個玫瑰花生日蛋
糕、壽包和心意卡，而蛋糕上寫上
「周太，身體健康、幸福快樂！」當
發哥與發嫂一起切蛋糕時，發嫂許願
說：「身體健康最重要，希望家人和
朋友都身體健康！」之後發嫂含情脈
脈地望着老公，接着又拿起兩個小壽
包放於發哥頭頂，令發哥變身為米奇
老鼠一般，場面搞笑，而發哥與發嫂
這對恩愛夫妻，一切已經盡在不言

中。
到影大合照時，發哥又施展其「自

拍神功」，一眾好友都被影得開心又
滿足，發哥又冧太太說：「周太現在
愈來愈後生，我看來要做一下臉部護
理，才襯得起她那麼青春了！」但其
實發哥、發嫂近年似是「逆齡」般，
都是因為他兩公婆熱愛運動去強身健
體，才看落愈來愈fit和年輕了。

香港文匯報訊鄧萃雯早前接
受內地自由網絡媒體「私家
課」訪問，大談以往所演的經
典角色及暢談內心世界。一直
予人堅強硬朗感覺的雯女，直
認1998年由高山跌落低谷時不
無失意，她說：「1996年拍畢
《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後，我
買了房子，那是我賺錢最多的
時候，因為一切得來容易，所
以就開始揮霍，買豪宅、買股
票。當時其實也沒有想要炒
樓，只是想老了有房子住。沒
想到遇上金融風暴，股票狂
跌，千萬豪宅被銀行收回。當
時我一直問自己，為什麼那麼
努力的人，結果那麼慘，感情

也是。」
在最失意的時候，雯女終於

醒覺要依靠信仰，更因而明白
「凡事都是虛空」，並對名利
及感情有了全新的看法：「在
不斷尋愛的過程中，我遇到很
多不好的感情。後來回頭看才
知道，原來我之前尋找的，都
是A貨。」她又不贊成整容：
「外表都是虛空。我不接這樣
的廣告，現在都變成假人，每
個人都有獨特的個性。如果連
你父母、上天給你的都不想
要，你就很難活下去。」
現年50歲的雯女亦勇於面對
臉上的皺紋：「原來女人年紀
越大，會有不一樣的風韻。我

們不要自我逃避，凡事有好
的，也有不好的。皺紋多了，
就不熬夜，亦要注意鍛煉和飲
食。最重要是先要學會愛自
己，連自己都不愛，就會碰到
壞人，就會選錯人。如果大家
都懂愛和自愛的話，不好的人
就不會來了。」

從沒試過罵男友
雖然外表剛強，但雯女直指

即使以往拍拖，也從沒試過罵
男友：「現實生活中，我是不
會罵人的，即使以前和男友吵
架，我也是冷戰。」雯女更笑
言，正因自己有着如此性格，
所以當時監製找她演如妃時，

她不無驚訝，幸好演出來效果
很好，觀眾亦見接受，故雯女
坦言如妃是她演藝生涯中的一
大突破。
雯女又謂，假若沒有做演

員，她估計現在自己可能會從
事教育，或者成為一個作家，
她笑言：「看到朋友們寫完書
可以開分享會，我覺得很有意
義。」

香港文匯報訊 2017年快將來
臨，王菀之（Ivana） 和張敬軒
這對活寶齊聲祝福讀者們身體健
康，新年進步！
Ivana與軒仔將於明年2月紅館

開騷，正密鑼緊鼓練歌和排舞，
但互相投訴對方的首本名曲好難
唱又難編曲，考起他倆和音樂總

監馮翰銘。除了練歌排舞，他們
異口同聲表示「減肥」是今次演
唱會最高難度部分，Ivana揚言簡
直是她人生最大挑戰。軒仔說：
「公司每日都為我哋準備豐富餐
單，包括白烚雞柳、青菜……」
Ivana偷笑說：「嘻嘻，因為我鍾
意煮嘢食， 個餐單我為自己設

計，所以我唔係食呢啲！」軒仔
聞言都沒好氣說：「最大挑戰係
開騷前面臨好多考驗，包括冬
至、聖誕節、新年、農曆新年和
情人節，好多美食嘅大節日。」
Ivana坦言那些都是好愛的美食節
日，不過他們有跳舞，幫忙消
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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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
文釗）《中國新歌聲2016
香港演唱會》前晚正式於
會展舉行，由吳莫愁、余
楓、李琦、李安、陳冰與
譚軒轅等人輪流上台獻
唱，大會更請來前NBA籃
球員姚明到來欣賞，他上
台祝賀大家聖誕節及元旦節
快樂，表示覺得音樂與體育
有很強的聯繫，因為都需要
鍛煉不少日子，他也會用音
樂去鼓勵自己，相信音樂跟
體育一樣要付出努力去追求
自己的目標。
已來港多次的歌手吳莫
愁，提到她老師庾澄慶
（哈林）最近宣佈太太懷
孕，她表示早前到台灣工
作要在香港轉機時，特別
買了小禮物送給老師，但
當時不知道對方有小孩。

她說：「其實我們沒有太
多機會能夠見面，只是錄
音節目或出席活動才見，
下次再見到老師時可能已
經有小朋友。」吳莫愁又
稱得知老師要當爸爸很開
心和激動，只是不知報道
是不是謠言，所以都不敢
打擾他。提議她可以寫一
首歌送給老師的小朋友，
她笑道：「我還沒有這個
能力寫這種歌，送禮物會
比較好。」

李安望來港發展
余楓表示內地和香港觀

眾的喜好不同，但他一樣
會將自己最好的獻給大
家。由於有兩晚演出，余
楓稱準備了一首英文歌和
一首廣東歌，第二晚演出
會獻唱陳小春的《相依為

命》。他說：「覺得他的
歌很有共鳴，有點壞壞和
帥帥的感覺。」雖然余楓
未有機會跟小春見面，但
很喜歡他的性格，覺得小
春很有魅力。
獻唱JW《矛盾一生》的

李安，表示自己來自單親
家庭，所以感受到歌曲中
的情感。提到他日前和馮
允謙拍片翻唱歌曲上載到
facebook，但在內地應連
接不上 facebook，他解釋
因自己在澳洲出世，會使
用澳洲電話卡，而且他有
家人在港，所以會不時來
港 ， 就 有 機 會 玩
facebook，而明年他也希
望可以來港發展。

認曾經揮霍買股票 鄧萃雯輸千萬豪宅

王菀之張敬軒呻開騷面臨大挑戰

送禮恭喜哈林做老竇
吳莫愁不敢打擾師父

寶珠為答謝好友前來支持，分別送新書給
眾人，寶珠姐興奮地親親「七公主」的

沈芝華和馮素波，波姐也禮尚往來，親親寶
珠，又笑言數十年來第一次與寶珠姐如此親
密。出版商將頭100本新書印上特別編號，1至
10號已預留給寶珠姐本人，1和3號由寶珠姐
擁有，她解釋自己在一月生日，家中排第三就
選擇這兩本。至於其餘新書如何分配？她說：
「2號會送給任姐（任劍輝），因她是二姑
娘。9號會送仙姐（白雪仙），她是九姑娘，
其餘的再慢慢想，七公主和兒子天經都會
有。」
一月一日生日的寶珠姐，昨日大會準備巨型

蛋糕為她提早慶祝，現場也招待數十位寶珠姐

粉絲，一同為她唱生日歌。七十大壽的寶珠姐
表示生日不會大事慶祝，都是與家人朋友吃
飯，坦言新書是她最好的生日禮物，生日願望
希望身體健康，也會考慮出埠遊玩。至於兒子
天經昨日未有露面，寶珠姐稱天經正在上海為
演出的舞台劇綵排，她有時間也會去探班。

拒影寫真留念
提到新書中有不少珍貴照片，寶珠姐笑言很

多都從未公開過，其中一張三點式泳照，正是
當年她在家中閒着沒事做，兒子又返了學，就
穿上泳衣拍照。提議保養得宜的寶珠姐趁七十
大壽可再拍寫真留念，她笑道：「我有本錢但
不會影了，留給後生的去影吧。」

出 書 晒 罕 見 三 點 式

寶珠家中無聊

拍泳照拍泳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陳寶珠昨日出席其新書《青春的一抹彩色—影迷公

主陳寶珠》發佈會，一書三冊、共13萬字的新書分別記載寶珠姐由六歲登台至今的

台前幕後相片200張、訪談集和評論集，「七公主」馮素波、沈芝華、民政事務局副

局長許曉暉也有來臨，祝賀寶珠姐新書面世。

■■大會準備巨型蛋糕為寶珠姐預祝生日大會準備巨型蛋糕為寶珠姐預祝生日。。

■■頭頭100100本新書將本新書將
印有特別編號印有特別編號。。■■沈芝華吻賀寶珠姐沈芝華吻賀寶珠姐。。

■■吳莫愁吳莫愁

■■雯女認為女人年紀越大雯女認為女人年紀越大，，
會有不一樣的風韻會有不一樣的風韻。。

■■發嫂含發嫂含
情脈脈地情脈脈地
望 着 老望 着 老
公公。。

■■鬼馬的發鬼馬的發
嫂拿起兩個嫂拿起兩個
壽包放於發壽包放於發
哥頭頂哥頭頂。。

■■玫瑰花生日蛋糕玫瑰花生日蛋糕
相當精緻相當精緻。。

■■王菀之和張敬軒正密鑼王菀之和張敬軒正密鑼
緊鼓練歌排舞緊鼓練歌排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敏娜）日
本殿堂級樂隊X JAPAN隊長YO-
SHIKI昨晚假亞博舉行的個人鋼
琴演奏會，但因牌照問題臨時取
消，YOSHIKI及後現身解畫，稱
今晚開免費騷補償大家。
事緣開騷前一小時驚傳取消，

會場門外不但張貼了告示，也有
播出取消廣播，但主辦方於半小
時後表示如常開騷，YOSHIKI也
兩度在twitter發文派定心丸，叫
粉絲不用擔心。可惜場館遲遲不
肯開門讓粉絲入場，粉絲也耐心
等待。
至晚上9時5分，YOSHIKI現

身會場門外，用英文向粉絲解
釋。他表示：「大家，很對不
起。我都很震驚在下午5時被告
知不能開騷，我都想怪主辦，但
我知道他們已經很盡力。」說到
這刻，他語帶嗚咽，停頓了一下
再繼續，「我們要守法，是我們
問題，不能演出，很對不起大
家。演奏會將改為明（今）晚以
私人形式舉行，會免費舉行。」
他兩度鞠躬和揮手後才離去。
及後，主辦方Puffin的負責人

Irene現身解畫，她表示5時才發
現牌照有問題，無申請食環署其
中一份文件，場館指沒有該文件

開騷便是違法，堅持不可以開
騷。「我們和YOSHIKI商量，因
今次『亞巡』只有香港站，他很
想開，就算不收錢也可以，又提
議把鋼琴搬出街上表演也無問
題，不希望因技術問題令粉絲不
開心。」她透露YOSHIKI本來今
早機返日本，現在決定延遲走，
今晚再開，但因以私人形式開，
要以會員制，需登記觀眾資料派
發邀請卡。為了補償大家，演奏
會改為免費，觀眾不但可退票，
還可多帶一位朋友來欣賞。主辦
及後也在會場外設攤位為觀眾進
行登記。

牌照問題臨時取消演奏會

Yoshiki今晚搞免費騷補償

■亞博館貼出取消開騷告示。
陳敏娜攝

■■大批樂迷緊張詢問演大批樂迷緊張詢問演
唱會安排唱會安排。。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樂迷昨晚的心情大起大樂迷昨晚的心情大起大
落落，，又喊又笑又喊又笑。。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王菲今晚將在上海開
唱。早前盛傳王菲的演唱會票滯銷，前
日王菲男友謝霆鋒已出面澄清票已賣
完，昨晚阿菲也積極綵排。當晚的最大
看點是全程用VR做直播，今次為阿菲
打造全球首個VR 360度全景直播演唱

會，是由霆鋒出任大中華
區主席的「數字王國」團
隊。據知，非VR直播不
收錢，提供免費觀看服
務，但是VR 360度則要
另外付費。

王菲上海綵排個唱

■■王菲王菲

■YOSHIKI嗚咽宣佈演
奏會取消。陳敏娜攝 ■他亦鞠躬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