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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度合作

■「劉若男
劉若男」
」攬着梁靜茹咀嘴
攬着梁靜茹咀嘴。
。

劉若英上半場先反串成「劉若男」
打頭陣，帥氣穿着西裝，點題地
以《雌雄同體》開唱，其後帥氣飆唱
《王妃》，現場歌迷即時高聲尖叫。由
於現場有歌迷頭戴白紗來捧場，「劉若
男」得悉也大搞氣氛說：「今天聽說有
人穿白紗來？你們真的敢嫁給我？要我
犯重婚罪？等等去後台等着。」
其後的30分鐘，劉帥「歌」組曲一口
氣接連演唱《搖滾舞台》、《浪人情
歌》、《愛如潮水》、《帥到分手》、
《對你愛不完》、《忘情水》、《吻
別》等。
當晚「劉若男」邀請了梁靜茹任嘉
賓，其實劉若英和梁靜茹雖然過去曾經
同門多年，卻是首次合作。不過這「破
天荒」同台，和梁靜茹合唱的不是劉若
英，而是「劉若男」。「一王一后」默
契十足的合唱了《傷心地鐵》、《陰
天》、《我是真的愛你》以及《分手快
樂》。
「劉若男」稱讚梁靜茹是「最溫柔的
女生」，更笑道：「劉若英就不太敢請
她當嘉賓，因為她一出來，劉若英就不
太想唱了。」梁靜茹亦配合演戲，一出
場便拿出紙巾為「劉若男」擦汗，讓
「劉若男」直呼：「當男人真好！」梁
靜茹稱自己是「新人」，「劉若男」也
應聲：「我最愛把新人。」，梁靜茹也
表示：「今晚你是我的，你今天真的太
帥了！」兩人更在台上摟抱，甚至嘴對
嘴親吻。

攬咀

嘴親吻，引起哄動。

反串

多首金曲。當晚劉的好友梁靜茹現身合唱，二人雖首度合作，但已在台上摟抱，甚至嘴對

演唱
十三場的世巡畫下句點。回到故鄉台灣，劉若英以男裝「劉若男」現身，特別降 key
香港文匯報訊 劉若英前晚起在台北小巨蛋舉辦一連兩場演唱會，為這歷時兩年、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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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罰款擺五月天上枱
之後短短10分鐘，「劉若男」瞬間變
臉轉性，再次出現在歌迷面前的，是以
一襲雪白開岔連身女神洋裝現身的劉若
英，她並唱起《為愛癡狂》。
唱到接近晚上 11 時，劉若英頻問粉
絲，
「現在幾點？」
粉絲一致回：
「8點！」
讓
她大笑。面臨演唱會超時罰款，劉若英
搞笑回說：「還好公司還有一個團叫五
月天，公司才沒有特別盯我。」

遇低潮感激梅艷芳施援手 蘇永康：當時我根本唔值錢！

賴恩尼諾斯 森姆積遜合作有火花
導演繑埋雙手睇好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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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片又怎少得爆破戲
動作片又怎少得爆破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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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動作喜劇《保鑣救殺
手》由荷里活型男賴恩尼諾斯（Ryan
Reynolds）夥拍資深演技派男星森姆積
遜（Samuel L. Jackson）主演，分別飾
演拜米高和喪基達利。今次是兩位男星
繼 2013 年為動畫片《極速 Turbo》聲演
後一次真身合作。二人對於再度同台演
出期待已久，賴恩尼諾斯表示：「我愛
拜米高和喪基達利之間的密切關係，這
兩個傢伙真是水溝油！但隨着故事推

進，他們開始懂得給予對方尊重。電影
將一段兄弟情和兩個愛情故事包裝起
來，是一部令人難以置信的瘋狂動作
片。」
講到戲中角色，拜米高和喪基達利性格南
轅北轍。「保鑣」拜米高愛理性分析、要操
控所有事情，但兩年前曾經工作失誤，名聲
和自信大受打擊，因此今番接受同是特工的
前女友雅美（Amelia）命令，是想證明自
己、重振聲威！至於「殺手」喪基達利擺明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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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電影現送出電影《保鑣救殺手》換票證 30 張予《文匯報》
讀者。有興趣的朋友請剪下文匯報印花，連同貼上$1.7 郵票兼註明
「娛樂版《保鑣救殺手》送飛」的回郵信封，寄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
興偉中心3樓─《文匯報》，數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鄭欣宜、陳嘉桓、朱
慧敏和馬德鐘等人前晚出
席仁濟醫院海外學生仁
濟夜 2017 慈善餐舞會，
少有穿上透視高衩裙的欣
陳嘉桓
宜，隱約見到她左邊大腿上
的玫瑰紋身，她表示是與曲奇餅店拍檔打
牙骹，如營業額達標就一起去紋身，現在
欣宜全身就有5個紋身。
欣宜表示穿高衩裙才讓大家見到她的紋
身是她身上最大的紋身，笑稱其他紋身部
位大家永遠都見不到。問到身上有否愛的
紋身，欣宜說：「結婚就可能會有，都要
看另一半肯不肯紋我個名，因為是一世
的，也可能會紋子女的名稱。」欣宜笑稱
自己身軀大，有很多空位可紋身，其中一
個水仙花是紀念湊大她的外婆而紋，因為
外公常叫外婆的暱稱做「水仙」。
肥了一個碼的陳嘉桓
（Rose）
現在竟有雙
下巴，她表示將要到西藏 20 日拍攝內地
真人騷的自駕遊節目，所以近期都停止運
動，擔心到當地後有高山反應，她說：
「現
在開始要將所有事都放慢來做，甚至講說
話都要慢，停運動也是怕有高山反應。」

劉嘉玲 韓庚 王凱
疑參演《真．三國無雙》
香港文匯報訊 夫妻檔導演周顯揚及監製杜
緻朗，近來正在內地拍攝大熱電子遊戲改編的
《真．三國無雙》電影版，這隻遊戲以三國演
義為背景，推出多代仍然大受歡迎，擁有大量
粉絲。《真》的電影版消息一出，粉絲立即興
奮猜測各個角色由誰演繹，而演員陣容一直遲
遲未有公佈，結果引來網民更多揣測討論。至
前日周導在微博上載了一張飯局合照，似乎有
些玄機。周導的合照中，有劉嘉玲、韓庚、以
及因劇集《瑯琊榜》走紅的王凱，更厲害是相
片 一 出 數 小
時，已有近 200
萬人瀏覽過！
韓庚 周顯揚 劉嘉玲 王凱
周導及杜監製
表示多謝大家
對《真．三國
無雙》如此關
心，「知道大
家好期待，我
哋都係，可以
公佈演員陣容
時大家一定會
有驚喜！」

家有「 子」 黎淑賢笑言精神分裂

陳嘉桓停運動致肥

膽正命平、玩世不恭、執生多過食飯，不過
都是因為一時失手，連累自己和老婆被拘捕
脅持，處境水深火熱，迫不得已要做「二五
仔」！
地上最強保鑣和金牌殺手既是多年宿
敵，之前亦曾多次交手，這次行動中被
迫朝夕相對，一開始就睇對方不順眼，
初則口賤互片串串貢，繼而郁手郁腳有
你冇我，但因為後有追兵，不想攬住一
齊死，惟有一齊盡快完成任務，展開一
段又矛盾又曖昧的關係。
由於手上有兩位充滿魅力又有火花又
會「自動波講唔停」的主角，導演柏德
烈侯治（Patrick Hughes）樂得繑埋雙
手：「只要給他們合適的環境和發揮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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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然後我就坐低食住花生睇好戲。」

多架靚車風馳電掣
今次動作指導要用別開生面的動作場
面貫穿全片，亦因應兩位男主角的角色
性格，設計不同的打鬥風格，務求新鮮
又有趣。而賴恩尼諾斯在今次片中的槍
戰和飛車，他都應付自如，和森姆積遜
的埋身搏鬥，更肯定親身上陣。
該片另一大亮點是靚車風馳電掣，私
家車、電單車、多用途車、警車齊齊出
動，甚至在阿姆斯特丹的水道內追逐快
艇，令觀眾目不暇給，難怪導演也表示
拍片的過程超興奮，走入現場有如走入
玩具部，滿足所有男孩子的童年夢想。

香港文匯報訊 黎淑賢（Bonnie）近年愈來愈靚，不少人都
質疑她整容，Bonnie亮相節目
《辣媽大作戰》接受訪問時，
誓神劈願否認整容說：「對我
來講，要開刀嘅先係整容，我
無開過刀，我只係打咗針！」
Bonnie老公許智政是美容醫
生，所謂近水樓台，Bonnie打
美容針當然由老公負責，問她
女為悅己者容，同時是否也為
取悅老公？她一口否認說：
「點解我要取悅別人？至緊要
係自己覺得好睇，唔需要為別
人而生活！」
至於 Bonnie 的前夫是盧惠
光，問她上一段婚姻對現在有
無影響？Bonnie坦白說：「每
一段婚姻都唔同，對象唔同呀
嘛！不過人係會長大，以前我
10 幾歲就結婚，當然唔夠成
熟，現在我有 4 個仔，從佢哋
身上，我都可以學到好多
嘢！」她隨後笑着更正道：
「應該係 5 個仔先啱（包括老
公），我真係精神分裂！對住
個大嘅就要講大人嘢，對住細

■ 黎淑賢和囝囝一起創作畫
作。
嘅，又要扮 cute。我成日叫錯
佢哋嘅名，有時要叫 4 次先叫
得啱，連工人姐姐都笑埋一
份！」
作為一位闊太，Bonnie最喜
歡的是畫畫，不經不覺她已習
畫近 10 年，最近還和兒子在
同一間畫室學畫。Bonnie不諱
言畫畫確實有修心養性的作
用，她說：「以前我好火爆，
一句唔啱就黑面、發脾氣，現
在我學會放慢，學會修養。」

香港文匯報訊 蘇永康（阿公）早
前接受電台訪問。談及他於 2002 年
因台灣搖頭丸事件被捕，事業直插
谷底兼翌年與首任太太離婚，他由
衷感謝梅艷芳在他低潮期向他施以
援手，阿公說：「那次跟梅姐飲完
酒來我家閒聊，她的經理人 Marianne 跟我說，梅姐（梅艷芳）有意
找我做巡迴演唱會嘉賓，至少有 6
場。我一看合約的酬金，是嚇了一
跳！當時，我根本不值這麼高的價
錢！完全不值！」雖然最後梅姐因
病離世，未能完成這次巡唱，蘇永
康亦十分感激亦師亦友的梅姐一直
以來對自己恩情，「有些朋友就是
這麼可愛，在你走路有風（順風）
的時候，你未必發覺他在你旁邊支
持你。但當你一出事，你永遠可以
在線視範圍見到他，梅姐就是其中
一個。」
與第一任太太離婚後，阿公坦言
根本沒再婚的考慮，直至 2006 年於
陳奕迅的婚宴上認識現任太太 Anita，蘇永康坦言沒想過這個女人改變
他的一生，他甜蜜地解釋，「我後
來才知，愛，可以改變一切。愛，
你就會為一個人轉變，改變本身很
堅持的想法。」拍拖 6 年後，阿公克
服了對婚姻的恐懼，決定迎娶 Anita，他原本亦沒打算生下一代，但婚
後他決定尊重太太的想法，把生孩
子的計劃交給上天，最後更一索得
男。

患癌母為孫兒追求健康
談到家中婆媳關係，阿公感恩蘇
媽媽與太太都尊重彼此的看法。他
更慶幸生了孩子蘇展弘後，令曾經患癌的蘇媽
媽更積極追求健康，阿公說：「媽咪想對孫兒
長一些日子。她 2004 年生 cancer，那時她曾
跟我說怎樣也要多活 5 年，她說未嘆夠、未搭
過郵輪去阿拉斯加，其次，她未看見我企得返
起身、又未結婚無人照顧我。由 2004 年加 5
年，即 2009 啦，哈！到現在，媽咪已經八十
有二，今早還自覺去了做身體檢查，這代表她
更愛錫自己的身體，孩子出生時，她在醫院說
了一句話『無論如何我都要捱下去，要見到他
上學去。』她想見孫兒長久一點，跟他有更多
相間相處，她的生存意志是這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