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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楊天
經、陳寶珠、
梅雪詩一齊出
席紀念林家聲
活動。

■吳美英表示
從聲哥身上獲
益不少。
益不少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 為紀念一代宗師林家聲
博士逝世兩周年，昨日起一

■ Eason 拍
新歌《海
膽》MV
MV。
。

連兩日假香港演藝學院賽馬
會演藝劇院舉行兩場《林家
聲博士紀念會》，紀念會由
香港演藝學院及「林家聲慈
善基金」合辦，曾與聲哥於
伶、影兩界合作過的拍檔及
後輩，包括陳寶珠、梅雪
詩、尹飛燕、吳美英及楊天
經均有出席一同懷念值得尊
敬的聲哥。梅雪詩表示，她

Eason 視唱《海膽》為大挑戰

至今難忘聲哥，更有幸獲偶
像親自指點演出。

幸得偶像親自指點

梅雪詩難忘

聲哥教演《紅樓夢
紅樓夢》
》
今次紀念會已是第二年舉辦，除
了嘉賓分享與聲哥過去的生活

點滴外，席間亦播放了聲哥於舞台演
出的珍貴片段，讓聲迷重溫聲哥於舞
台上的風采。陳寶珠與兒子楊天經及
梅雪詩一同到來。在阿嗲梅雪詩心目
中，聲哥同樣是位很令她尊重的前
輩，記得在雛鳳鳴到慶鳳鳴劇團時，
聲哥都不厭其煩去教導她，她還曾經
有幸到聲哥家中親獲其指點，阿嗲
■ 林家聲妹妹
林家聲妹妹、
、 楊天經
楊天經、
、 陳寶珠及阿嗲齊合 說：「聲哥真的很好，很值得尊敬，
我好喜歡看他演出，他是我偶像之
照。

一！」問到聲哥教授了她什麼？阿嗲
說：「很多細微的事，也記不起了，
因當年我也有做過他的戲，例如他有
教我演《紅樓夢》！」阿嗲表示轉眼
間聲哥已離開兩年，她實在好懷念聲
哥，至今難忘！

寶珠姐尊敬聲哥藏心坎
寶珠姐表示自己不會上台作分享，
只會在台下以觀眾身份去看，到來是
對聲哥的一份尊敬。寶珠姐說：「我
心𥚃 很尊敬聲哥，他是很值得尊重的

前輩，一位好好的前輩！」而聲哥給
寶珠姐留下不少深刻印象，最記得在
他臨走之前一年，自己與兒子及新抱
到聲哥家陪他外出吃飯，當時見他非
常開心。
至於天經從小已視聲哥為偶像，經
常跟媽咪去看聲哥演大戲，還特別要
入後台見 uncle，也像對媽咪一樣，
每次聲哥演出前，他就拖聲哥出
場，演出完他又帶聲哥回後台，天經
說：「當年拿到個後台證隨意出入，
真的很矜貴，又很榮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陳奕迅(Eason)
日前推出兩首國語新歌《海膽》和《誰來剪月
光》，其中《海膽》MV今日推出。
最近Eason忙於籌備即將在10月推出的全新
國語大碟，新歌陸續面世的同時，更忙於擔任
內地音樂節目《中國新歌聲》第二季的星級導
師。雖然如此，他都特地抽了一天時間拍攝
《海膽》MV，自己作為 MV 的唯一主角，親
自將男人的情懷和內心世界呈現出來。這次
《海膽》MV 採取簡約風格，取景傢具店，整
個環境主要是以木材為主，配合柔和光線，畫
面唯美得來不失Eason調皮的特性。
MV 拍攝過程輕鬆愉快，Eason 貫切他的有
趣作風，即場加入自創元素，當中包括浮誇鬼
馬表情、大笑，甚至抹地板。Eason 的隨意發
揮，正正令 MV 變得生活化和表現出男人心
聲。雖然是次 MV 拍攝順利，不過錄音過程就
花了一段時間，Eason 表示：「唱《海膽》是
很大的挑戰，我唱了很多次，唱完以後隔一段
時間又再唱，希望大家會喜歡這首歌，而且是
有持久性的一首歌。」

吳美英只唱一曲不夠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由
粵劇名伶龍貫天、尹飛燕、吳美英
和吳仟峰等 19 位大老倌演出的《粵
劇寶典紅館巨星匯演唱會 2017》前
晚順利於紅館演出，吸引大批年長
一輩的劇迷入場。眾老倌在整晚三
小時多先後演出十首經典劇目，出
品人丘亞葵希望今後每年能辦一次
粵劇盛事。
吳仟峰和吳美英負責獻唱《李後
主之去國歸降》，二人也贊成大會
一年一度搞粵劇騷，如檔期適合必
定答應演出。吳美英表示紅館觀眾
人數多，令她演出也感緊張和刺
激，同時大讚一班樂手全晚不休息
連續演奏。笑問只唱一曲會否不夠
喉時，她笑道：「都會的，因為要
限住時間，所以曲目上有濃縮，雖
然不用穿戲服看似較輕鬆，但女士

們要穿高跟鞋也不容易。」

尹飛燕望每年搞一次大型粵劇騷
龍貫天和尹飛燕就演出曲目《孝
莊皇后之密誓》，龍貫天騷後要趕
返內地工作未有參與慶功宴。尹飛
燕也跟吳美英一樣笑言唱得不夠
喉，但因為要顧及多個單位演出，
每首曲目都有濃縮增強節奏感，也

讓觀眾容易有共鳴。她說：「其實
拍檔龍貫天很緊張，因為我們已多
年沒有合唱此曲，所以之前都要抽
時間一起練曲。」尹飛燕也贊成每
年搞一次大型粵劇騷，正如前晚能
集合香港和內地的粵劇演員同台演
出，是一件很難能可貴的經驗和嘗
試。

■吳仟峰和吳美英負責獻唱
《李後主之去國歸降
李後主之去國歸降》。
》。
■龍貫天與
尹飛燕落力
演出。
演出
。

■眾老倌演出完畢齊齊慶功
眾老倌演出完畢齊齊慶功，
，場面熱鬧
場面熱鬧。
。

莊思明性感打扮男友有微言

■菊梓喬
菊梓喬（
（左）餵許廷鏗吃漢堡包笑不停
餵許廷鏗吃漢堡包笑不停。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首
位將卡拉 OK 文化引入香港，人稱
Apple 姐的劉麗萍繼去年創辦帝皇
娛樂集團後，昨日再宣布成立「帝
皇星演藝達人學院」，招攬 30 位導
師為有意入行的老中青朋友提供訓
練 ， 藝 人 莊 思 明 （Lisa） 、 陸 詩
韻、黃建東和敖嘉年等亦有前來支
持。
出任校董一職的 Apple 姐透露成
立學院目的是想培訓更多有潛質的
演藝人才，他們集團現有娛樂公
司、經理人公司、製作公司等，會
從優秀學生中挑選人才加入。陸詩
韻笑言未夠班做導師，雖然以前曾
分享過面試空姐的心得和教儀態
班，但要正式做導師還是應付不
來。月底將接拍新片的她，表示要
學 MMA 和巴西柔術，因為角色是
特種部隊成員，有不少動作場面，
稱不擔心拍動作戲受傷，反而會視
為一種珍貴回憶。
莊思明穿闊身恤衫跌膊亮相，她
笑言男友楊明曾對她的性感打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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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笑道：「他常問我做什麼？
好熱嗎？的確近期天氣是很熱。」
笑指楊明思想保守時，Lisa 又維護
他道：「他某方面是幾傳統和保
守，但他這樣問我都是證明他緊張
我。」喜歡唱歌的 Lisa 表示有意與
孖生姐姐莊思華組合唱歌，日前被
大家姐莊思敏取笑其歌聲是來自地
獄的聲音，Lisa 反擊道：「我請了
老師來家中教唱歌，她聽到的是未
開聲的聲音，其實她的音域才是異
於常人，我會形容是很低沉。」

■幾經辛苦
幾經辛苦，
，陳浩民一
家終於影到大合照。
家終於影到大合照
。

陳浩民等無綫召喚回巢拍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無綫懷舊音樂
節目《流行經典50年》前晚進行錄影，嘉賓包
括陳浩民、露雲娜、林一峰、唐韋琪等，陳浩民
更偕同太太及三個仔女進電視城。三個小朋友去
到錄影廠外，表現雀躍四圍走，陳浩民本想叫停
仔女企定定給傳媒拍照，但他們只聽老婆話，故
花了一段時間才齊人影到全家福。
陳浩民雖離巢多時，但坦言仍當無綫是娘
家，一直想帶家人來看其工作過的地方，畢竟自
己青春都放在這裡，每個角落都留下了不少手
毛、腳毛，所以今次亦帶仔女去過餐廳、服裝間
及化妝間跟舊同事打招呼，他也表示想回來拍
劇，他說：「在等一聲召喚，就即時回來！」
陳浩民於節目中大唱兒歌《寵物小精靈》，
他笑言這首歌得過金曲獎，可是現在的小朋友都
不懂唱這些歌了。又會否回香港樂壇出廣東碟？
他笑指自己的廣東話比普通話好，但一直找他出
唱片的人都是要他出國語碟，所以多年來都只在
台灣出唱片。

■張崇德
張崇德、
、張崇基
張崇基、
、戴蘊慧
與戴辛蔚現身TVB
與戴辛蔚現身
TVB錄影廠
錄影廠。
。

戴蘊慧久沒唱歌找妹妹壯膽

■黃建東和緋聞女友
瑪姬大方合照。
瑪姬大方合照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張崇德、張
崇基、戴蘊慧與戴辛蔚前晚現身 TVB 錄影
廠，兩姊妹原來多年來才首次同場演出，戴蘊
慧表示獻唱自己的《西飛客機》，卻因這歌比
較難唱，她又太久沒唱歌，才找妹妹壯膽一起
唱。問兩姊妹會否合作出碟？戴蘊慧表示一切
隨緣，其實為慈善出來唱歌沒有所謂，反正唱
歌也是玩票性質不用有壓力，戴辛蔚現主力教
唱歌，如有機會出唱片也不會抗拒。戴蘊慧近
年愛上下廚，更有朋友建議她開私房菜，但她
喜歡是鑽研美食不想當成一份工作，反而她有
興趣推出食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