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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仟峰(左，
飾孔明)和梁兆
明 ( 飾 周 瑜) 合
作無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莎莉）李居明大師又有新搞作，邀請兩位出名的粵劇老倌吳
仟峰和梁兆明演出新劇目《大赤壁賦》，前者演孔明，後者就演周瑜，日前在新光
大劇場公演。對於兩名紅伶本身都有其他戲在身要演，李居明說︰「兩人好難得今
次合作，所以很多謝兩位的演出。」更表示將衝出香港，把該劇表演給日本觀眾
看，把粵劇文化推廣至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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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改變多驚喜
當日，李居明也公佈好消息，他透
露︰「今次吳仟峰和梁兆明除了

在香港演出外，兩人將代表香港於 9 月
15 日遠征日本公演《大赤壁賦》，在名
古屋最靚的愛知縣藝術劇場演出，同時
代表廣東粵劇和香港的粵劇表演給日本
人看。會場可容納 1,300 多人欣賞，到
時採用全日語字幕，是一項創舉。」問
他屆時會演出多少場？李居明續謂︰
「做一場，已經很難得了。」

日觀眾酷愛三國題材
談到為何有今次的構思時，李居明指
是受到名古屋觀光局的局長邀請。「三
年前，蓋鳴暉曾在日本大阪演出《蝶海
情僧》，當時反應熱烈。而今次就獲邀
到名古屋公演，名古屋是日本文化之
都，屆時我們台前幕後工作人員共 80 人
齊齊飛去日本，據知更會有 200 名粉絲
會隨團出發赴日捧場，非常開心。」他

認同男女都要健美

唐詩詠勤練胸線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唐詩詠昨日
以露腰裝出席護膚品牌活動，即場示範舉啞
鈴健胸運動。詩詠受訪時透露平日會做跑步
和仰臥起坐等運動，加上近日拍劇有動作鏡
頭，每日運動量消耗很大，必須鍛煉好體能
來應付。
問她是否有做美胸運動？詩詠尷尬笑說：
「純粹修改線條，令胸部較上位置脹些，有
助胸部堅挺。(似乎不見你有成效？)你怎會見
到？不過我要再努力。(男友洪永城覺得你有
成效嗎？)他自己先努力修身吧，還想管我？
(你有否給男友驗過？)當然無，我滿意自己
先。(覺得現時胸部不夠豐滿？)重點不是脹，
重點是保養。其實女生都很忙，既要護膚又
得調理身體，每個部分都要 Keep。現在的男
生都一樣，許多男孩都節食 Keep Fit，但我
很饞嘴，所以要在其他方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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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遲婚也不想亂嫁
早前有報道指詩詠相約C君擇日結婚，她即
哈哈笑說：「哪有人找他擇日？我幫他擇日就
差不多；大家純粹吃餐飯。(你是否好事
近？)沒去想這些，要講求緣分，結婚是一
時衝動，很難估計。(言下之意會閃婚？)
對呀，不知道呢。(麥玲玲說你不做雞年
新娘，便要多等幾年？)好多人都這樣
說，但覺得不能為怕之後沒有結婚機
會而下決定，應揀到適合對象才決
定。寧願單身好過揀錯老公，因老公
是一世，要想清楚先。」
詩詠又指男友洪永城是長期處於
愛玩和過度活躍狀態，但不是沒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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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指日本方面希望他們能演出《三國
誌》，因當地的人喜歡孔明和周瑜。
「所以今次我寫的《大赤壁賦》劇本，
周瑜和孔明是不會互相整蠱對方，反而
二人是惺惺相惜。」觀眾又很受落。

吳仟峰難得掛鬚演出
對於找來兩大老倌演出，李居明表
示︰「吳仟峰一直都是演小生，而孔明
這角色是要掛鬚，幸好他最後都答應演

出。至於梁兆明是做文武生，打得又
叻，所以今次周瑜在劇裡是有許多功架
和打戲。」吳仟峰對於今次演出，他
說︰「很多謝大師寫的角色，而孔明
的服裝全都由大師設計，戲服亦是全
新，其造型我非常滿意。」第二次演
出李居明劇目的梁兆明，也對能夥拍
吳仟峰感到開心，「去名古屋表
演，可將廣東粵劇文化推廣出去，
是一個新開始。」

薛凱琪小型個唱 盡顯真面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入行十年
的薛凱琪(Fiona)，已有兩次在紅館開個
唱經驗，反應熱烈。美中不足是場地太
大，有時未能完全兼顧台下所有歌迷，
所以 Fiona 一直有個心願，希望可開小
型個唱，與歌迷近距離互動。今年 Fiona的頭炮重點工作，鐵定在下月6日至
8 日假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行三場「薛凱
琪 《夢之途中》音樂紀」，她說：「紅
館需要是華麗，放射式演出；在麥花臣
開 Show，希望和粉絲好像朋友、鄰
居，看到我平常心、自然的一面。」
為配合今次主題，Fiona 將最真實一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胡琳(Bianca)
日前出席由粉絲舉辦的生日會，數十歌迷送
上蛋糕及氣球，每人更可跟她單獨對談兩分
鐘。Bianca 說：「整個過程很好笑，他們個
個扮鎮定，怎知一坐低就口窒窒，不知說什
麼好，但我都有把握機會，多謝他們的支
持！」。
Bianca 現忙於綵排《風雲》音樂劇，稍後
亦參與拍攝《溏心風暴 3》，工作表排得密
麻麻。「很多人都擔心我怎樣分配時間，其
實只要準備充足和心態好，就可以應付！我
一早知道今年會很忙，公司安排了很多具挑

戰性的工作給
我嘗試，音樂
劇、拍劇過去
都沒機會做，
今年按計劃努
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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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a， 向 歌 迷
保證會再出新廣東歌：「今年還會有新的廣
東作品推出，如今是演員又是歌手，要好好
兼顧這幾個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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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出來。

去深涌處女野餐
在拍攝演唱會海報當日，一行人專程攀山
涉水到西貢深涌取景，而換上工人褲和波鞋
的Fiona則放風箏、踩單車、看書、寫日記
和野餐，讓攝影師捕捉到她最自然、最真的
一面。「今次拍攝很開心，不用穿高跟鞋，
不用刻意擺甫士，只需要很舒服的去玩。我
從沒試過野餐，今次終於夢想成真。」
問到今次個唱會給歌迷什麼驚喜，Fiona 坦白說：「今次會唱一些 Side Cut 歌
曲，還有些作品是我從來沒在公開場合唱

過，當然少不了會獻唱國語碟的新歌，買
了票入場的歌迷可率先試聽。」她直言今
次比紅館演出更辛苦，自己的投入度更
高，加上有些歌錄音出碟後基本已沒再
唱，現需要重新背誦，並藉與助手玩小遊
戲來幫忙記歌詞。

「仁美清敘」
千人舞發放正能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仁美清
敘」昨天假尖沙咀舉行春茗暨新一屆理
事就職儀式，還有「舞動香港正能量」
千人齊創健力士大型活動啟動禮。出席
嘉賓包括「仁美清敘」主席程瑤；副主
席黃景珍、陳綺明、黎嘉韻；司庫張瑄
洺；秘書長張加慧；傳訊及對外事務張
家瑩；會員拓展王瑋；顧問葉家寶；以
及施綺蓮、顏子菲、筱靖、孟丹珏及吳

夢婷。其他嘉賓包括活動的音樂總監吳
國敬和舞蹈總監黃國榮等。
新任主席程瑤在啟動禮上表示：「近
日看到一些青少年及學生自殺的新聞，
是非常不開心的事，加上近年社會環境
及氣氛緊張，所以我們希望推出『舞動
香港正能量』千人齊創健力士大型活
動，透過激情舞蹈與活力充沛的年輕人
相互結合，向社會發放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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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頴彤

林頴彤瘦骨嶙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消瘦了
不少的林頴彤(Bella)昨日於酒店出席活
動，她表示並沒刻意減肥，可能是工
作忙碌致體重下降。Bella 說：「體重
由最高峰期的 110 磅，去到早前上磅只
有 95 磅，自己都不敢上磅，有少許見
骨。體重應低過 95 磅，自己都不想這
麼瘦，希望身體別太萎縮，有點身材
穿衣才會好看些。」她更自爆之前去
試衫已可穿童裝，很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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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治與Fans玩自拍

袁紫僑用私服拍劇

「狼人」曉治積曼(Hugh Jackman)和「X
教授」柏德烈史釗域(Patrick Stewart)前晚
現身台北與台灣粉絲見面，並和現場觀眾自
拍。這次訪台除了宣傳電影外，曉治也抽空
到饒河街品嚐台灣道地小吃，而昨晨他也在
Instagram貼出影片說：「你好，我在台北
的夜市，這是我第一次吃臭豆腐。」還特別
用中文連說兩次「臭豆腐」，融入當地文
化。二人昨日亦出席電影記者會，表明最後
一次扮「狼人」的曉治笑指在首映禮看見很
多粉絲Cosplay他與柏德烈的角色，認為有
很多繼任人選，讓他很放心。

「少女標本」成員袁紫僑(CoCo)去
年暑假北上接拍劉愷威及王鷗主演、
日前於湖南衛視首播的劇集《周末父
母》，劇中她飾演劉愷威的下屬，更
是一位刁蠻任性富二代，常在辦公室
和愷威作對。
CoCo 表示所有戲服全是由她自己
準備︰「 因要飾演年輕女生，導演
又喜歡我平時的打扮， 那我就直接
跟他說，不如我穿自己的衣服拍攝
吧。」更透露有個造型是向袁詠儀的
《金枝玉葉》經典 Look 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