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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許廷鏗
（Alfred）加盟華納唱片
後，旋即推出第一主打《藍
血人》，歌曲的MV更落重
本，找來蔣祖曼（Joman）
擔任女主角。在MV裡，Jo-
man一改近年正氣Madam
的形象，手執各式SM器
具，飾演在SM關係中充當
施虐者角色的「女王」；被
虐者角色則是林家熙。由於
二人都是專業電影演員，因
此就算來到現場才知MV的
劇本，兩人亦全無質疑，全
心投入角色當中。其中林家
熙在MV中因要佩戴SM中
常見的口枷（或稱環形口
塞），拍攝期間不停流口

水，又因雙腿被綁以致小腿
都麻痹了，不過他們都毫無
怨言，非常專業。雖已剪掉
最大膽的鏡頭，但Alfred坦
言MV的意識依然甚為前
衛。而Alfred於MV中亦以
太空人造型登場，代表當人
們發現自己與世俗背道而
馳，而被當作「藍血人」
時，那種儼如身在太空般、
無定向失重狀態的恐懼與迷
茫。Alfred認為自己也曾經
歷過這種情況，自言感覺就
像「眼前有一條路，就看你
敢不敢踩下去。」不過，為
了自己所渴望追求的，他還
是勇敢當上「藍血人」，憑
自己的感覺走。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歌手
鼓鼓前日穿白色西裝在台
北出席活動，化身白馬王
子的他更與現場幸運粉絲
親密互動。鼓鼓的肌膚很
少出狀況，他謙虛表示自
己並無任何保養秘方，就
只是「勤」，他說：「工
作回家後，會卸妝兩次、
洗臉兩次。」並指早上會
用較清爽的化妝水和乳
液，晚上則是擦完化妝水
後再擦導入液幫助吸收，
並會上精華液、乳液。
在鼓鼓心目中，保養典
範是庾澄慶（哈林）：
「演藝圈很多藝人都保養
得很好，像哈林哥除了注

重飲食，也有運動的習
慣。曾在後台看到哈林
哥，就算沒上妝，皮膚還
是很緊實，狀態很好。」
至於理想異性類型，鼓鼓
表示喜歡自然、裸妝的女
生 ， 偏 好 個 性 「 小 女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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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雲 創 意 音 樂 劇
風 雲 創 意 音 樂 劇》》巡 演 完 美 落 幕巡 演 完 美 落 幕

陳淑芬陳淑芬喜贏口碑喜贏口碑
願辦學院扶後進願辦學院扶後進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由香港出發由香港出發、、伸延至內地舉行多場的伸延至內地舉行多場的《《風雲創風雲創

意音樂劇意音樂劇》，》，前晚假深圳春繭體育館舉行這次巡演的最後一站前晚假深圳春繭體育館舉行這次巡演的最後一站，，

八大主演呂良偉八大主演呂良偉、、鄭嘉穎鄭嘉穎、、謝天華謝天華、、譚耀文譚耀文、、黎耀祥黎耀祥、、鄭丹瑞鄭丹瑞、、

閻奕格閻奕格、、胡琳以至其他台前幕後都豁出去胡琳以至其他台前幕後都豁出去，，務求把最超水準的演務求把最超水準的演

出帶給觀眾出帶給觀眾。。謝幕時謝幕時，，工作人員突然推出工作人員突然推出「「聶風聶風」」蛋糕為飾演這蛋糕為飾演這

角色的謝天華慶生角色的謝天華慶生；「；「步驚雲步驚雲」」鄭嘉穎的女友陳凱琳鄭嘉穎的女友陳凱琳（（GraceGrace））

亦給他驚喜神秘捧場亦給他驚喜神秘捧場。。至於音樂劇出品人暨音樂劇總監陳淑芬坦至於音樂劇出品人暨音樂劇總監陳淑芬坦

言言，，今次公演是贏了口碑今次公演是贏了口碑、、輸了金錢輸了金錢，，不過因為太有意義而大感不過因為太有意義而大感

值得值得，，更表示希望能成立更表示希望能成立「「天星音樂劇學院天星音樂劇學院」」來作育英才來作育英才。。

於各地公演多場的《風雲創意音樂
劇》，其出品人暨音樂劇總監陳淑芬

坦言心情如同劇名《風雲》一樣：「每日
提心吊膽，嚐盡甜酸苦辣。最初有人潑冷
水，有人中途離場，雖然困難重重，我們
都堅持信念，盡力做到最好。無論怎樣，
我們事實上是做到了，這個劇真的誕生
了！很開心這個演出贏得無數讚賞和口
碑，音樂劇得到同業、觀眾和媒體高度肯
定，這是非常難得的，有錢也買不到，銀
行戶口雖不見了很多個零，但我覺得絕對
值得，這事太有意義！」

證明「要堅持才有結果」
陳太續指南京藝術學院的音樂學院周院
長，讚賞這是個非常香港式創作的音樂
劇，這是內地沒有的，為華人創造音樂劇
的新標杆，她希望將來成立的「天星音樂

劇學院」能以這模式去培育年輕一代，讓
華人創作的音樂劇可在世界各地演出。
「原本一心只想做個音樂劇，沒想到有這
樣的讚賞和認可，是意外收穫。」陳太憶
起20年前的《雪狼湖》，到今日的《風
雲》音樂劇，皆證明了她所希望的、由零
到有去發展香港原創音樂劇的信念，是要
堅持才有結果，「我會收拾心情，重新出
發，希望用我餘生，將以往40多年在這個
圈的經驗培育年輕一代，為華人創意音樂
劇盡最後一分力。」
大會於演出過後舉行答謝宴，感謝台前

幕後及眾支持好友在過去兩年的支持和努
力。眾演員上台分享感受，說到當初團隊
眾人由完全不認識，發展至現在好像家人
一般，想到可能要一段時間才有機會再聚
首，都十分不捨。閻奕格更禁不住流淚。
而在今次這場壓軸公演，獲眾多好友包

括曾勵珍、狄波拉夫婦、蘇永康夫婦及羅
文的胞姊等專程赴深圳支持。7月15日除
了是謝天華的生日外，同時亦是狄波拉丈
夫及羅文胞姊的生日，陳淑芬特別於答謝
會準備多個蛋糕，給這三位壽星及眾七月
星辰一同慶祝。

陳凱琳甫收工即往深圳
另一方面，正為《飛虎極戰》開工的陳

凱琳，前晚一收工即趕去深圳，為男友鄭
嘉穎神秘捧場，令男方冧爆。完場後，
Grace也和其他親友進入後台，第一時間
和嘉穎見面。可能是感應到女友支持，嘉
穎前晚依然演出純熟，不僅沒因演出多場
令體力下降而導致表現「跌Watt」，而且
他更神采飛揚， Grace和一班支持者的打
氣為「步驚雲」帶來力量。
雖然深圳氣溫跟香港一樣炎熱，仍無礙

嘉穎的粉絲開騷前一早到場別具心思地為
他打氣，除用數百朵鮮花砌成「嘉穎愛風
雲」的大型花牌外，又為他送上一把特別
訂製的風扇，只要風扇啟動，就會有「嘉
穎愛步驚雲」的字句閃號，難怪嘉穎既開
心又感動。粉絲就連嘉穎身邊的工作團隊
亦一樣關心，特別訂了一箱風扇送給工作
人員，認真窩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張繼聰、鄭欣
宜、蔡瀚億（BabyJohn）及陳詩慧日前到灣仔為
電影《西謊極落：太爆．太子．太空艙》接受訪
問。扮有錢人的陳詩慧，因想感受平民生活而做不
同工作，體驗人生，她稱最難忘是做開房的工作：
「其中一場戲是說阿聰和欣宜因為無房而發脾氣，
阿聰拿起蠟燭向住我吹熄，怎知那些蠟吹去了我心
口！」阿聰笑言都是第一次滴蠟，當時自己都感到
不好意思。問平時可有玩？他笑說：「吹蠟燭是細
個玩，我們玩那些勁過你們所想的！」

逼欣宜叫自己「鑽地鼠」
阿聰表示戲中與欣宜因為房屋問題，情到濃時又沒

地方，就會去主題情侶房。他更將自己的貨車改裝到
房間一樣：「開工首天就和欣宜在車內拍親熱戲，事
前都無溝通，一來就咀過去，幾好玩。」又大讚欣宜

專業，不過欣宜投訴阿聰不時爆肚，令她忍不住笑。
阿聰透露因拍咀戲時為了增加獸性，所以親熱時就會
逼欣宜叫他做「三角挫」、「鑽地鼠」。
先後跟阿聰及BabyJohn在兩片拍過咀戲的欣

宜，被問到哪個較好錫？欣宜說：「不能這樣比，
兩個情況不同。」但BabyJohn就大讚她好咀。

鼓鼓讚哈林肌膚緊緻

許廷鏗許廷鏗新新MVMV意識大膽意識大膽

張繼聰陳詩慧《西謊極落》玩滴蠟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公認是目前演藝界美女公認是目前演藝界美女GameGame
迷的張曦雯迷的張曦雯（（KellyKelly），），昨日偕同樣漂亮的台妹張昨日偕同樣漂亮的台妹張
瑋純以及一對型男周志文和丁子朗現身新蒲崗一瑋純以及一對型男周志文和丁子朗現身新蒲崗一
個商場個商場，，宣傳著名格鬥遊戲的宣傳著名格鬥遊戲的3030周年紀念活動周年紀念活動。。
四名藝人除了主持開幕禮和跟現場觀眾玩遊戲四名藝人除了主持開幕禮和跟現場觀眾玩遊戲

外外，，更擺出多個型格甫士供傳媒拍照更擺出多個型格甫士供傳媒拍照。。後來後來KellyKelly
更坐上做完掌上壓的丁子朗背脊更坐上做完掌上壓的丁子朗背脊，，如同女王臣服如同女王臣服
下人的樣子下人的樣子，，不讓做出同樣動作的張瑋純專美不讓做出同樣動作的張瑋純專美。。
兩女亦仿效遊戲中的角色側躺地上擺靚甫士兩女亦仿效遊戲中的角色側躺地上擺靚甫士，，贏贏
得現場觀眾熱烈歡呼得現場觀眾熱烈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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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曦雯張曦雯((右方女右方女))坐坐
在丁子朗上在丁子朗上，，不讓不讓
坐上周志文背部的坐上周志文背部的
張瑋純專美張瑋純專美。。

■粉絲見鼓鼓流汗，即貼
心幫他抹汗。

■陳凱琳(左四)特地來捧男友鄭嘉穎(左三)
場，給他驚喜。

■■嘉穎的粉絲送出別具嘉穎的粉絲送出別具
心思的巨型花牌心思的巨型花牌。。

■■閻奕格一時感觸飆淚閻奕格一時感觸飆淚。。

■■《《風雲創意音樂劇風雲創意音樂劇》》前晚在深圳前晚在深圳
舉行是次巡演壓軸一場舉行是次巡演壓軸一場，，主創人陳主創人陳
淑芬淑芬((中中))在謝幕在謝幕
時獲全體台前幕時獲全體台前幕
後鼓掌後鼓掌。。

■■謝天華謝天華、、狄波拉老公和羅文胞姊狄波拉老公和羅文胞姊((左二至左四左二至左四))都是前天生日都是前天生日，，故齊切蛋糕故齊切蛋糕。。

■■《《風雲風雲》》音樂音樂
劇在多地公演均劇在多地公演均
獲上佳口碑獲上佳口碑。。

■這把攜帶型
電風扇，應可
為嘉穎帶來動
力吧。

■左起：蔡瀚億、張繼聰、鄭欣宜和陳詩慧大談
《西謊極落》點滴。

■原著作者馬榮成(左一)也有
現身答謝宴。

孫慧雪肚大如巨籮
香港文匯報訊 婚

後不久便懷孕的孫
慧雪，早前提過預
產期是下月中，不
過自稱未知腹中骨
肉是男還是女。昨
日阿雪在社交網放
相，可見她在展示
有如巨籮的肚皮，

脹得和一般孕婦有點分別，望上去也替她
稍後產子時感辛苦。阿雪留言表示，醫生
告訴她BB很巨型，或要開刀生，她坦言
希望可順利誕下BB，不用「食全餐」
（即本來預定順產，但嘗過陣痛後要改為
剖腹產子）。

張惠妹10月再來港
去年1月曾來港開

騷的華語天后張惠
妹，現宣佈將在今年
10月7、8日假紅館連
開兩場演唱會。基於
去年的兩場「烏托邦
世界巡城演唱會」反
應熱烈，當時已有歌

迷表示不夠喉，有見及此經過進化了的
「烏托邦2.0慶典」將讓樂迷達至頂級視
聽享受。「烏托邦2.0慶典」之名是來自
去年12月張惠妹入行20周年，為作紀念
她除會獻唱《阿密特》的搖滾歌曲，經典
金曲如《原來你什麼都不要》、《姊妹》
等也不可或缺。

麥明詩籲別亂跟風
昨天麥明詩現身黃埔

出席一項定向比賽，現
場不停有人要求跟她拍
照，她都親民地一一答
應。麥明詩特別提醒小
朋友別只着眼於成敗，
叫大家考試不要出貓，
也不應盲目跟風，否則
或 會 容 易 「 上 錯 賊
船」。■■麥明詩麥明詩

■■張惠妹張惠妹

■■孫慧雪孫慧雪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許廷鏗許廷鏗（（白衫白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