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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敏演
唱會海報大
騷靚手。
騷靚手
。

■鄭秀文、佟
大為、蔡卓妍
專心聽導演潘
源良講戲。
源良講戲
。

■周慧敏將舉行演唱
會，信用卡訂飛已爆
信用卡訂飛已爆。
。

相隔七年再踏紅館

周慧敏 開騷
優先
訂飛

即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繼 2011 年後，周慧敏(Vivian)將於明

年 1 月 26、27 日假紅館舉行《一萬天荒愛未老演唱會》，以紀念入行 30
周年大日子，更邀得林海峰(Jan)合作拍攝演唱會海報。Vivian 相隔七年再開
騷，前日信用卡優先訂飛，一個早上即爆，歌迷紛紛追問公開發售門票的日子。

周慧敏自言向來是個萬事準備充足的人，
但這次是十年來唯一一次在拍攝前完全

不知要做什麼，毫不知道拍攝內容，她笑言只
好樣樣準備一下，帶備了十多套衫和十幾對鞋
到場，最後慶幸有一件衫用得着，若然平時一
定好擔心，根本不習慣在沒有準備下工作，不
過因為是 Jan 的關係，之前已經合作過，熟知
他為人，所以完全信任對方，沒有過問。

友和歌迷在網上追問何時開騷，又問會在哪個
地方開，Vivian 直言從不會回應這些問題，因
很難有個承諾，始終做騷心態要好有準備先
得。她說：「好似紅館批期之後，我都思前想
後幾個月先答應，因覺自己沒可能有這個魄力
去做到，所以每開一次演唱會都是一個倒數，
既然仍有體力應付到便去做，否則幾年後的心
態或會不同，未必會做。」Vivian 又指自己不

是那種全職歌手，沒想過可以做到30年之久，
知道大家沒忘記自己，依然很記掛着自己，真
的很開心，希望今次演唱會可以同大家來個集
體回憶。
演唱會的門票已經開始在信用卡優先訂購，
據知一個早上幾近爆滿，期待已久的歌迷撲不
到首輪飛，已經不停追問公開發售門票日子，
因不想錯過偶像的演出。

搵朋友幫演唱會改名
Jan 原來為她弄了漂亮的頭紗，又以汽水拉
蓋做了一隻戒指，Vivian 笑說：「難怪他事前
只叫我修護一下雙手，皆因我甚少注重手部美
容，從不去修甲，最多是搽護手霜做保養，今
次都只是塗上甲油就叫做好好搞過雙手了，哈
哈。」
Vivian 提到演唱會名《一萬天荒愛未老》全
賴俞琤功勞，她說：「有次飯局上，跟俞琤提
到自己會開30周年演唱會，但未定騷名，沒料
到對方在不足一道菜時間，便想到這個名，一
萬日就是30年，我覺得很有意思，又夠浪漫，
所以非常多謝她送了這個名給我。」

每次演唱會都當倒數
■周慧敏邀得林海峰拍攝演唱會海報
周慧敏邀得林海峰拍攝演唱會海報。
。

相隔七年再開騷，其間 Vivian 被不少圈內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薛家
燕、黎諾懿、林嘉華、湯洛雯及甄穎珊
等昨日到銅鑼灣出席無綫劇集之「帶着
外母嘆世界」宣傳活動，諾懿與林嘉
華更服侍家燕姐及雪妮姐兩位外母做
牛奶足沐及幫她們揼骨。劇集收視不
俗，諾懿笑言若平均收視有22點，湯
洛雯就着泳衣，又問她買了泳衣未？湯
洛雯笑說：「我屋企大把。」諾懿即八
卦追問：「你着畀邊個睇？」湯洛雯就
答：「關你咩事？」
家燕姐表示劇集收視平均有廿三、廿
四點，而今個星期她就會有煽情位。家
燕姐又透露十月會聯同《流行經典50
年》的主持黎小田、曹永廉及湯寶如到
馬來西亞做騷，主辦單位想請她唱
《燦》劇的主題曲，屆時會帶同藝術中
心的學生扮外母演出。她指因《燦》劇
在馬來西亞受歡迎。問到會否邀請

《燦》劇的演員前往演出？家燕姐說要
看看哪個識唱歌，湯洛雯都 ok，林嘉
華、姚子羚都唱得不俗，原本想安排農
曆新年一起去新加坡演出，但劇集提早
播出，之後都安排了一眾演員再前往派
月餅給長者。

黎諾懿自誇歌喉一流
黎諾懿笑言自己是見錢開眼的人，又
自誇歌喉一流，有四首飲歌，其中有
《大熱》及《友情歲月》，他笑說：
「自己音域冇咁闊，對音符有啲陌生，
而家好啲，以前每個音都唔啱音，《大
熱》係鄧健泓教我唱，練咗兩三年，希
望後天努力唔好失禮，有時老婆睇我演
唱，話唔走音已當贏。」
湯洛雯對於被家燕姐稱讚歌藝不俗，
她自言自小已想做歌手，可能會自薦去
星夢。說到諾懿表示有四首飲歌，她笑

言沒有限制自己，平日最愛唱陳慧琳、
容祖兒及蔡依林的歌。她謂有時商場要
唱歌，所以都有跟老師學唱歌。對於有
無綫女藝員唱歌被網民剪輯成惡搞短
片，其中包括了唱《小幸運》的李佳
芯，湯洛雯表示沒有聽過李佳芯唱歌，
又說：「人靚咪得。」

■黎諾懿、林嘉華服侍家燕姐及雪妮
姐做牛奶足沐。

■黎諾懿及湯洛雯均望
跟家燕姐出埠唱歌。
跟家燕姐出埠唱歌
。

欣宜自組公司 享受做
「一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
鄭欣宜昨日接受電台訪問，她
開心表示終於可以公佈自組公
司的消息，她謂：「這 3 年跟蕭
定一合作很開心，他好錫我，
特別在自己唱片公司裡開一條
line 給我，叫做 Passionfruit Records。」問她可有自掏銀包開
公司？她繼續避談，只是再度
感激蕭定一，又稱最緊要合作

開心。
笑她成為「一姐」，欣宜笑
言：「幾陰公！要自己開公司
才可以做一姐，我有跟許廷鏗
講過這個笑話。（會否簽其他
人？）沒想過，可能都是三四
年後先，讓我享受吓做一姐
先。」問她可會簽好友許廷
鏗？她聞言即笑說對方已經在
做華納唱片「一哥」。

「哥」迷寶福山祭張國榮

■陳芷菁
（中）鼓勵
大家以遊戲
促進親子溝
通拉近小朋
友及家庭的
關係。

■鄭欣宜

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是「哥哥」張國榮的 61 歲
冥壽，數百位來自香港、澳門、深圳、廣州、北
京、上海、重慶、武漢、瀋陽 、日本、韓國及新
加坡等地的「哥」迷，帶備鮮花、水果、糕點、紙
鶴、心意卡等前往寶福山，為「哥哥」送上生日祝
福。除了日本「哥」迷的千羽鶴外，各地「哥」迷
亦紛紛送上特別設計的花籃，寶福山上一片花海， ■張國榮 61 歲冥壽，數百「哥」迷
盡顯「哥」迷對「哥哥」的長情心意。
送生日祝福，寶福山上一片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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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常玩親子遊戲助溝通
陳芷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陳芷菁昨日以兒童遊戲
一一
一
一
治療師身份，分享以紙牌遊戲促進親子溝通的心得。芷
一一
一一
菁身為一女之母，經常會跟囡囡玩紙牌遊戲，她認為：
「因為可以測試到智能之外，還可助小朋友減壓、防止
一一
一一
抑鬱。」
陳芷菁囡囡現就讀國際學校
grade 10，她直言囡囡現
一一
一
一
在踏入青春期，性格較為反叛，試過囡囡發脾氣，她都
不耐煩地說：「你發脾氣，我唔睬你」，但後來她也主
一一
一一
動向囡囡道歉，表示應該要先了解囡囡發脾氣的因由，
一一
一一
事後她倆也訂立規則，自此之後成為最好的朋友。

另外，談到囡囡同校的師姐在開學一星期後跳樓身
亡，陳芷菁坦言因此對女兒更加關注，她認為聆聽是十
分重要，要對小朋友有耐性。

香港文匯報訊 鄭秀文(Sammi)和蔡卓妍(阿Sa)雙雙主演《聖
荷西謀殺案》，兩人相隔 14 年
再度碰頭，有不少對手戲和內心
戲，對二人來說都有不少壓力。
Sammi 表示：「其實我同阿 Sa
的角色，對演技的要求好高！我
們各自要演繹出潛藏的醜惡人
性，角色層次咁豐富，對我來講
好有挑戰性。」
阿 Sa 謙虛表示：「呢部戲唔
係有咩大場面或者好離奇的情
節，純粹靠演員的演技去令到觀
眾入戲，所以每當拍重要場口，
大家都好努力避免影響情緒。
Sammi 同大為的角色好複雜，

有好多內心戲；我自己的角色就
簡單點，不過故事去到最後會變
得好沉重。」
劇組先在加拿大溫哥華及美
國聖荷西拍攝，然後再回香港及
深圳完成餘下戲份。對於導演潘
源良特別遠赴北美，Sammi 表
示對演員們入戲有極大幫助：
「當同一班人去到唔同地方時，
人性會產生唔同程度的改變：可
能變好，亦有可能變壞，呢個亦
係原著劇本想帶出其中一個主
題。我覺得大家喺拍攝期間都
有啲改變，可能冇咁多瑣碎嘢
搞，再加上導演潘源良好細心，
劇組上下都變得好focus。」

袁詠儀爆「魔童」唔知爸爸是演員

香港文匯報訊 袁詠儀（靚
靚）接受鄭紹康訪問，說到
「魔童」有無遺傳她和張智霖
的演藝天分？靚靚斬釘截鐵地
說：「無，佢啲戲，好屎！基
本上我都唔想佢做呢行，因為
佢有我同張智霖呢對父母，入
行的話肯定會比別人辛苦百
倍。」「魔童」在靚靚眼中，
不但有梁朝偉的外表，還有周
星馳的性格，靚靚笑道：「佢
外表斯文靚仔，性格就風趣幽
默，第時肯定好多女仔鍾
意！」靚靚兩公婆對魔童教導
有方，不過靚靚承認自己也有
過做「怪獸家長」的時候，幫
魔童的時間表排得密密麻麻，
直到有次見家長，靚靚被當頭
棒喝！
不說不知，原來靚靚和張智
霖直到近年才告訴魔童他們的

陳維亞任
《碧海絲路》總編導

薛家燕讚湯洛雯歌藝不俗

鄭秀文 蔡卓妍 大鬥演技

職業是演員。靚靚大笑道：
「因為有次校長打畀張智霖要
求見面，話我們呢個家庭好有
問題。原來魔童話畀校長聽爸
爸之前做警察，最近就賣壽
司。哈哈，所以我們先同學校
講清楚我們的職業係演員，而
魔童知道我們是演員後，只係
問點解唔帶埋佢行紅地氈！」

■袁詠儀

第十八屆「香江明月夜」慶中
秋活動在9月26至27、29至30日
及 10 月 1 日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劇
院展開，並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
十周年，北海市文藝交流中心攜
大型歷史舞劇《碧海絲路》赴香
港演出。中國當代著名編導藝術家陳維亞任總編導。
廣西北海市文藝交流中心是具有雄厚實力和獨特
表演特色的藝術團體，其前身為廣西北海歌舞劇
院，成立於 1965 年後，是廣西沿海城市唯一的藝術
表演專業團體。機構設置有演出部、舞蹈部、音樂
部、舞美部、創研部、培訓部、公共服務部和綜合
部。共有演職員 73 人，其中有高級職稱 7 人，中級
職稱演職員 21 人，初級職稱及以下演職員 29 人，聘
用人員 16 人。
五十年來，北海市文藝交流中心為繁榮地域民族文
化藝術，創作演出了富有濃郁地方特色的《珍珠風情
歌舞》、大型舞蹈詩《咕哩美》、大型歷史舞劇《碧
海絲路》等。先後出訪過瑞士、德國、比利時、日
本、韓國、馬來西亞、斯里蘭卡、越南、柬埔寨和香
港、澳門特區以及台灣省，多次赴京演出。
舉辦過「同一首歌走進北海」，曾先後獲得中宣部
第七屆、第十一屆
「五個一工程」
獎、中國文化部第
八屆、第十四屆
「文華獎」、中國
舞蹈家協會第二
屆、第九屆中國舞
蹈「荷花獎」，第
十屆中國藝術節優
秀表演獎和首屆中
國「絲綢之路」國
際藝術節優秀演出
獎。
■陳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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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
一一
一第十八屆「香江明月夜」慶中秋系列活動─大型歷史舞劇《碧
一
一一
一海絲路》專場演出
一辦：國家文化部
主
一一
一香港主辦：中華文化藝術交流協會有限公司
一
一一
一協一辦：香港中華文化總會、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市政協、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
市委統戰部
一一
一承一辦：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市文化新聞出版廣電局
一一
一特別支持：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宣傳文
一
體部、深圳市文體旅遊局
一一
一演一出：北海市文藝交流中心
演出日期：10月1日19:45(專場)
演出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