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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林雅詩、麥紫莉(Chili)、
曹思詩昨日以低胸性感打扮出
席寫真祭活動，各自為寫真宣
傳，活動現場，林詩雅被一名
長髮男仕跪地送花求婚，見她
傻笑回應，隨後送了一本寫真
集給對方。
林雅詩透露在寫真中會展示

一些傷痕，有些瘀痕是化妝出
來加強效果，拍攝時都會勾起
一些不開心回憶。問到如何應
戰一眾出寫真的女生？她表示
會以平常心面對，自己只想拍
靚相留念，也不擔心銷量，因
公司已買了一萬本，又有不少
合作過的內地老闆支持。
說到同場的麥紫莉會拍

AV，林詩雅表示不認識對
方。教Chili不好太衝動？林
詩雅說：「不可這樣說，現時
每個女仔都好叻，(你接受到
拍AV？)別人拍便可以，自己
便不會考慮，(怕會影響囝
囝？)不關事，不會為錢做這
些事。」
20歲𡃁 模麥紫莉因會到日

本拍AV，令知名度大增，她
透露已簽下兩部AV合約，最
激內容暫時不作透露，應該都
會「露點」。

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有港星徐小
明、龔慈恩、徐沅澔、徐偉棟等加盟
參演的慶香港回歸20周年大劇《我的
1997》在央視CCTV-1綜合頻道熱
播，首播以來一直是收視第一，創下
開門紅的驕人成績。一眾實力派香港
明星的加盟，同樣也令本片品質增色
不少。一向有愛國情懷的小明哥表
示，他已有20多年沒有以演員身份參

演電視劇了，這次非常高興受劇組邀
請，當時他看劇本題材後深受感動，
小明哥說：「我所飾演的角色是一名
香港愛國商業大亨，有觀眾在網絡傳
出該人物原型就是香港富豪李嘉誠先
生，其實戲中角色是融合了幾位愛國
富商，但我一向敬佩李嘉誠，可能某
些場口舉手投足間自然地流露其形
象。」

小明哥繼續說：「對於本次能夠飾
演到香港極具代表性的傑出人物感到
非常榮幸，並與內地多名老戲骨大飆
演技，過足戲癮。」觀眾更誇小明哥
其中一場戲演繹與戲中太太龔慈恩為
移民問題發生爭執，演出逼真，更是
展現出他多年以來深厚的演員功底，
爐火純青的演技受劇組導演王偉民及
觀眾大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焯羚）
樂壇實力唱將依舊是演唱會的
賣座保證，因為他們的歌歷久
不衰。有一年多沒有開個唱的
葉振棠，今年9月4、5日將會
在文化中心開騷「葉振棠唱盡
心中情演唱會2017」，其實已
經是去年訂的場了，有說開兩
場似乎不能夠滿足歌迷呀，演
唱會主辦單位製作人兼歌手譚
錫禧笑言，場地緊張到時只可
能加日場了。
今個演唱會會繼續以歌會

友，主題是唱盡心中情，葉振
棠表示曾唱過的電影、電視主

題曲超過40首，今次會唱30
多首，不同年代的流行曲、主
題曲，包括《浮生六劫》、
《忘盡心中情》等，也會演唱
台灣大熱新歌《你是我的眼》
粵語版，風行娛樂唱片公司更
為他製作發燒碟，他謂目前唱
片市場難做，出發燒碟市場反
而穩定。
葉振棠今年72歲了，身體狀

況仍很不錯，開個唱也不需特
別練中氣，他視力的問題始終
不好，現在大約只得一成的視
力，葉振棠說：「由10歲發燒
兼傷寒病延誤了醫療，那年到

現在都沒法醫好，已經
有幾十年，我已經習慣
咗。文化中心的舞台冇
咁多機關，所以問題不
大，最緊要知道台邊就
可以。」棠哥又笑言：
「所以蕭煌奇作的《你
是我的眼》我係最適合
唱的人選，公司好好同
我傾版權，改編成粵語
版，蕭煌奇都知道呢件
事，我自己都希望有機
會和對方有合唱機會，
等公司安排。」

徐小明演慶回歸劇晒演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
菊梓喬(HANA)、翟威廉、周志康
及譚嘉儀昨日到尖沙咀出席Big
big channel《big big voice大聲作
樂》記者會。翟威廉表示近日為
了多做big big channel網上直播而
搬到旺角，與家人合資三百多萬
買入一個三百多呎的單位做錄音
室。他笑言有兩頭住家，但很多
時都留在錄音室。說到該區有很
多「一樓一」？他說：「我OK
的，那裡比大家想像中舒服，又
近港鐵站，是個不夜城，我就未
見過有『一樓一』，因為那裡係
商住大廈。」
說到他為了big big channel投資
大，他說：「我都諗住置業同創
業，同家人商量後就同哥哥搬出
嚟住，但家未有接到生意住，
因為 big big channel本月廿三日至
正式開，相信到時公司會幫我搵
客。」他又承認之前曾帶過劉佩

玥上錄音室做Live，而佩玥亦有帶
過女性朋友上去玩，而周志康、
張名雅及陳庭欣亦有上過去，但
何雁詩就未上過去。
HANA表示很少玩直播，有時

見到環境靚才會做直播，跟大家
傾偈，有時也會遇到網民有奇怪
留言，有粗口及難聽到唔可以出街
的，惟有當看不到。問到會否感到
不開心？她坦白說：「初時試過唔
開心，因為初出道的評論好誇張，
之後發現唔使理會。」說到她近期
成了主題曲天后？HANA否認道：
「唔係，(頂替吳若希一姐個位？
) 沒這事，自己唔係呢個位，開心
公司畀機會，呢個係兒時夢想，每
次睇返套劇有自己個名，唱到劇
集歌好開心，家有三首劇集
歌。(怕唔怕被人聽厭？ ) 唔緊
要，好似夫妻咁，最緊要保
鮮。」她透露稍後會與王浩信合
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林師傑對於女友歐陽巧瑩
之前為響應「世界無胸罩日」
作惹火打扮，他說：「我都覺
得佢夠薑，初時我都唔係好贊
成，怕別人指佢標奇立異，但
原來女仔戴Bra好唔人道、好
封建、old school，所以都支持
佢。」問到女友在家中是否都
是坦蕩蕩？他笑說：「我已話
咗叫佢唔好咁，不過喺屋企應
該坦蕩蕩。(會唔會睇到厭？）
點會呀。」他笑言女友如此惹
火，令他有衝動立即去做健
身，因為之前經常入錄音室肥
了很多，加上又要拍《特技

人 》 要 騷 肌
肉，所以有時
間便去操肌。
他透露找了營
養 師 及 兩 個
trainer 幫他在
八日內減了五
公斤。
談到舊愛何雁詩被傳因受壓

致情緒失控割手腕自殘，林師
傑表示真的不知道對方自殘的
事，但大家在同一健身室健
身，日前也有碰見過對方，大
家有打招呼及閒聊兩句，但他
就沒有留意對方手上可有疤
痕。

葉振棠只剩一成視力無礙唱歌

菊梓喬很少玩直播

林雅詩
獲男粉絲跪地求婚

女團GFRIEND前晚7時30分準
時開騷，以運動短褲Look登場

的 6 位成員以《Glass Beads》、
《One+White》打頭陣。6女之後用
韓文打招呼，並表示她們是自去年
MAMA頒獎禮後再臨香江，又各出
奇招冧港迷。隊長 Sowon 和成員
Eunha表演撒嬌；Yuju就清唱一小
段；SinB、Umji及Yerin則表演性感
Wave，Yerin 更用廣東話講「多
謝」，引得台下尖叫連連。

Yuju曾來港遊覽
各成員又大讚香港夜景好靚，Yu-
ju透露她曾於小學五年級時來港旅
遊，去過尖沙咀，並看過夜景。
GFRIEND之後換上恤衫短裙，又唱
又跳經典歌《Navillera》、《Me
Gustas Tu》，歌迷給力應援。其後
唱《Click》時，6女落台與歌迷握手
又自拍，一度引起混亂。

唱《Fingertip》時，GFRIEND 再
換上緊身T恤配短褲現身，大騷身
材，氣氛即時高漲。及後，Yuju講
及她之前落台與港迷近距離接觸時，
緊張得心跳加速，更即場學翻譯用中
文講「卜卜跳」，場面搞笑。成員們
又指演唱會未完，已在想何時能再來
港，並着歌迷別變心。接着，唱出因
跳兩倍速舞而hit爆的《Rough》，

再掀高潮。

Yerin廣東話示愛
安哥時，GFRIEND又在台下現

身，與歌迷近距離接觸，再度引起混
亂。尾聲就播出港迷製作的應援片，
港迷亦舉起手幅，令成員們都相當感
動。Sowon及SinB坦言曾擔心香港
首個演唱會的反應，但開心能見到港

迷的熱情，讓她們有美好的回憶。
Yerin更識做地用廣東話說：「我愛
你哋」來回饋歌迷支持。最後，6女
唱出《Sunshine》為港騷畫上圓滿句
號。

首在港開騷首在港開騷 晒腿兼撒嬌晒腿兼撒嬌

令港迷瘋狂令港迷瘋狂
GGFFRRIIEENNDD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梅馨文）韓國上位女團GFRIEND前晚假亞博館舉行演唱會，全

場爆滿。席間GFRIEND兩度落台，令港迷為之瘋狂，更有歌迷如跨欄般飛奔到欄邊欲

親近偶像。

林師傑讚女友夠薑

■一眾粉
絲十分熱
情。

■■GFRIENDGFRIEND換上恤換上恤
衫短裙衫短裙，，又唱又跳經又唱又跳經
典歌典歌。。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植毅儀植毅儀 攝攝

■■GFRIENDGFRIEND表示表示
期待下次再度來期待下次再度來
港港。。

■GFRIEND落力
撒嬌賣萌。

■■男粉絲忽然男粉絲忽然
求婚求婚，，林雅詩林雅詩
呆一呆呆一呆。。

■■徐小明與導徐小明與導
演王偉民及龔演王偉民及龔
慈恩於豪宅裡慈恩於豪宅裡
拍攝留念拍攝留念。。

■■殺青當天殺青當天，，徐小明與一眾主徐小明與一眾主

要演員在天壇大佛進行拍攝要演員在天壇大佛進行拍攝。。

■風行娛樂老闆咪咪及譚錫禧齊現身支
持葉振棠。

■■菊梓喬菊梓喬

■■林師傑林師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