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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一

年復始，萬象更新，每到農曆年家家戶戶

都會貼上揮春，寓意新一年順順利利。華納歌手許

廷鏗、衛蘭、衛詩、Dear Jane、陳詠謙和曾若華齊齊相約

寫揮春，向香港文匯報讀者送上祝福，同樣希望有新戀情的衛

蘭和衛詩兩姊妹，聯同同屬「鬼妹仔」的曾若華手執毛筆似模似

樣，但中文程度同屬「半桶水」，最後以「西式」英文揮春交貨！但就誠意可嘉。Dear Jane、

陳詠謙、許廷鏗即席揮毫則沒有難度，可謂各具心思。

寫上「BE BLESSED」的衛蘭（Janice），
向各行各業送上「祝福」，祈求事事皆

好。衛詩（Jill）的「Peace Love Joy & Your
Health Be Your Wealth」代表世界和平、喜
悅，健康便是財富，所以祝大家身體健康。曾若
華（Jude）搞笑寫上「Dog Year Walk Big
Luck」，中文譯過來便是「狗年行大運」。最有
創意的許廷鏗（Alfred）便以自己名字取材，寫
上「鏗鏗聲」，寓意大家金銀滿屋，金銀多到
「鏗鏗聲」。Dear Jane、陳詠謙分別寫上「狗
年進步」、「好狗行運」，滿載祝福送給大家。

擔心不習慣與母親同住
思想洋化的Janice和Jill，在農曆年沒有特別習
俗，最多都是返公司拜年討利是。若然在韓國過
年，都會和家人吃飯共聚，所以香港可以討利是
便熱鬧得多。Janice趁新年有假放，會和朋友赴
美國度歲，Jill妒忌說：「我都好想去，但要留港
工作，做音樂錄音。不過媽咪都會回港過年，更
有意搬回港定居，跟我們一起住。」但見Janice
扁扁嘴，原來她擔心太耐沒和媽咪住，突然轉變
會不習慣，因見到媽咪當然開心，但要同住未知
將會是什麼一回事。
至於賀年食品，Jill對煎炸食物猶為喜愛，Jan-
ice則說會忍口，每樣試一啖便算：「別看我身形
脹脹的，事實上我胃口不大，可能是水腫影
響。」Jill曾爆姐姐為免她怕肥，而會吃掉她的一

份，Jill笑謂：「今次不會，因我想自己吃清光，
哈哈！」孖妹會買桃花催旺桃花運，因兩人都想
拍拖，尤其Janice已有三、四年無拍拖了；Jill在
2016年Boxing Day跟男友分手後，至今依然單
身，兩人都被媽咪催婚，因覺得她們年紀很大，
是時候嫁人。問到擇偶條件，孖妹想法一致，以
前會揀靚仔，如今最重要是心地好有內涵。Jan-
cie認真說：「幾靚仔都好，如果心地差，很快會
變得不靚仔了。」

許廷鏗細個拜年執到正
許廷鏗跟家人拜年後，早前偕密友胡鴻鈞到冰
島外遊。因二人私下老友鬼鬼，Alfred在樂壇不
會視對方為假想敵，假想敵只有自己，他不想跟
人家比較。
說到新年習俗，Alfred透露：「大年初一隨家

人一起拜神，記得小時候到親友家拜年，衣着上
很嚴謹，要穿三件頭西裝！還用水分界梳『蛋撻
頭』。那時還以為家家戶戶打扮都一樣，但在街
上見到其他小朋友衣着很普通，才知是自己屋企
比較特別。還有大年初一不准洗頭，現在經常要
開工整頭，很難依從。拜年亦不會刻意穿西裝，
打扮斯文、不是黑沉沉已沒問題。」
快踏入30歲的他笑言：「收利是沒有不好意

思，利是逗來，多多無拘，取其好意頭。我都會
派開工利是給同事，今年更會親手自製心思禮物
送給他們。」去年轉投新唱片公司，Alfred揚言

狗年會在音樂上多加發力，
新年期間經已派新歌，作為送
給大家的賀年禮物。稍後他會推
出新專輯，新年願望是事業穩步上
揚。

Tim隊友爭住試阿嫂廚藝
Dear Jane主音Tim去年榮升爹哋，

愛妻楊洛婷誕下囡囡Tanya，令家中增
添不少歡樂。今年很多親友嚷住要來他
家拜年，樂隊三位成員Howie、Jackal、
Nice都說要見小B女，又可一嚐阿嫂廚
藝。三人笑說：「阿Tim常讚太太廚藝了
得，聽了幾年都想試下。」問他們會否派
利是給Tanya？他們老實不客氣說：「我們
仍是單身寡佬，女朋友都無，不會派利是，
哈哈！」Tim笑指囡囡只懂說「姑」、
「摩」、「呵」三個音，又剛懂反身，所以
會教囡囡不停反身，當作逗利是的殺手
鐧，反身次數愈多便可逗多幾封利是。樂
隊並透露今年計劃到較大的場地開騷，暫
定是會展。
陳詠謙今年除了填詞外，自己都會推

出新歌，所以新年假期後便全速前進，
努力工作。Jude家中飼養了三頭愛
犬，正好食正狗年，她相信愛犬會為
她帶來好運哩！

許廷鏗／許廷鏗／HairHair：：dereklihair@xenterdereklihair@xenter／／Make upMake up：：Khaki YanKhaki Yan
衛蘭／衛蘭／HairHair：：Jamie Lee@HAiRJamie Lee@HAiR／／Make upMake up：：Samuel@Samuel@江中平化妝室／江中平化妝室／WardrobeWardrobe：：initialfashioninitialfashion
衛詩／衛詩／HairHair：：Jamie Lee@HAiRJamie Lee@HAiR／／Make upMake up：：Samuel@Samuel@江中平化妝室／江中平化妝室／WardrobeWardrobe：：d-mopd-mop／／AccessoriesAccessories：：Les NLes Néérrééides Hong Kongides Hong Kong
Dear JaneDear Jane／／HairHair：：Jamie Lee@HAiRJamie Lee@HAiR／／Make upMake up：：German CheungGerman Cheung／／WardrobeWardrobe：：Fred PerryFred Perry
陳詠謙／陳詠謙／HairHair：：Haysses Ip@HAiRHaysses Ip@HAiR／／Make upMake up：：Chi Chi LiChi Chi Li／／WardrobeWardrobe：：BurberryBurberry
曾若華／曾若華／HairHair：：Jamie Lee@HAiRJamie Lee@HAiR／／Make upMake up：：Jess YungJess Yung

��
��

��
��

& � ��

� �
華納歌手寫揮春送祝福華納歌手寫揮春送祝福

衛蘭衛詩兩姊妹衛蘭衛詩兩姊妹
今年齊望有拖拍今年齊望有拖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韓團BIGBANG成員
勝利前晚到九展出席其主演電影《宇宙有愛浪漫同遊》
的慈善首映禮，他甫現身即引來全場粉絲尖叫。在台上
他又跟粉絲猜燈謎、吃湯圓及擁抱提早慶元宵，還透露
將於明年服兵役。
昨天已離港的勝利，前晚表示此行來港只留一晚，
因忙於宣傳故沒時間四出品嚐地道美食，更笑稱因肚餓
所以國語都說得不好。他表示最喜歡吃香港的麻辣鍋及
海鮮。問到元宵節怎度過？勝利表示近日忙於灌錄個人
專輯，當天將在錄音中度過，又笑指工作就是女朋友。
對於隊友T.O.P和G-DRAGON相繼服兵役，勝利
透露之前有和後者吃飯道別，但就是「AA制」各自付
賬。問他可會感到寂寞？勝利坦言非常掛念他倆︰「我
跟哥哥們感情要好，很想快點與他們見面。我明年都會
入伍，很快就可去找他們了！」
另外，當晚出席首映的還有電影導演陳思行（陳加
玲）、陳鍵鋒、白冰及攝影師杜可風等，陳鍵鋒表示近
日正拍攝香港電台劇集，劇中飾演消防員，之後他返內
地拍古裝劇，飾演狄仁傑一角。由於過往很多演員都演
過狄仁傑，令他增添壓力，但今次不用拍打戲。他又稱
工作沒有地域限制，都想拍電視真人騷及執導電影。

與粉絲提早慶元宵

勝利明年服兵役

■■Dear Jane(Dear Jane(左一至四左一至四))今年今年
部署在大場開騷部署在大場開騷；；身旁為陳身旁為陳
詠謙和曾若華詠謙和曾若華。。

■■((右起右起))衛蘭及衛詩衛蘭及衛詩
兩姊妹兩姊妹，，希望在狗年希望在狗年
能行桃花運能行桃花運。。

■■許廷鏗指小時候許廷鏗指小時候
要穿得很好的去親要穿得很好的去親
友家拜年友家拜年。。

■■多位華納歌手齊拿多位華納歌手齊拿
毛筆寫揮春毛筆寫揮春，，有些寫有些寫
得有板有眼得有板有眼，，有些則有些則
令人捧腹大笑令人捧腹大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黃智雯
（Mandy）、袁偉豪（Ben）、陳智燊和
黃淑儀等昨天宣傳劇集《三個女人一個
因》，劇中一人分飾三角的Mandy表現
大受讚賞，她開心劇集有好口碑，身邊
不少朋友都有追看，好姊妹胡定欣更為
她製作電視截圖做宣傳。
劇集雖安排在周日播放，但Mandy稱

現時觀眾看電視的模式已轉變，會從不
同途徑追看，所以不介意這個安排。笑
指她有份演出的《雜警奇兵》之前都是
同時段播出，現已榮升「星期日皇
后」，Mandy笑道：「都幾好聽。其實
美劇都是每周播一集，可能更有追看
性，之後公司都有不少劇集會放在周日
播，希望帶起新的追劇時段。」

黃智雯樂做「星期日皇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余香凝、談善言和其餘八位
曾參與「首部劇情電影計劃」作
品的新進演員，昨天出席「首部
劇情電影計劃周年聚會暨第四屆
頒獎禮」，大會並公佈得獎作品

包括大專組《金都》導演黃
綺琳、《手捲煙》導演陳健朗，
以及專業組《滄海遺愛》導演馮
智恒。而十位新進演員會和新一
代設計師合作，創作時尚造型踏
上下月15日今屆香港電影金像
獎上的紅地毯。
余香凝去年因有份角逐最佳

新演員而踏金像獎紅地毯，最初
以為今年無緣再踏紅毯，沒料再
被邀請，更獲設計師度身訂造靚
衫。不過今天她便起程赴日半個
月拍網絡電影，所以要藉電話和
設計師溝通，希望出來效果不會
判若兩人。
談善言對於再踏上金像獎紅

地毯感到開心，她表示：「設計
師想我把身體特徵展露出來，問
我會否介意性感點。自己沒
所謂，也想轉變形象，之前給人
印象都是男仔頭，希望能散發出
女人味。」即使是DepV都無問
題。

余香凝遙控設計師 打造金像獎戰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靜儀）夏雨、李司棋、關菊
英、米雪、阮兆祥及曾偉明
昨天出席舞台劇《秘密》記
者會，相隔多年再做舞台劇
的夏雨笑說：「自己演話劇
入行，今次再做是『姣婆遇
着脂粉客』。我是姣婆，因
舞台劇很過癮，自己好想
做，所以一拍即合。」司棋
姐透露劇中演腦退化症患
者，祥仔就笑問她本身是否
也有這個病？司棋姐就搞笑
說：「這個是秘密，我還要
工作。」
及後受訪時，祥仔表示之

前拍《溏心風暴3》到尾聲
時已計劃和各拍檔再合作，
因大家不想再等七年，於是
他找老闆投資，很快就找到
並拍板。此劇暫定演出五
場，若反應熱烈會加場，祥
仔笑言與多位前輩合作，最
怕是曾偉明，因不知道他的
「武器」，又怕接不到對方
的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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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余香凝和談善言今年
會再行金像獎紅地毯。 ■夏雨(右三)自言是「舞台劇姣婆」。

■■勝利勝利((中中))希望快點入伍和希望快點入伍和T.T.
O.P.O.P.及及G-DRAGONG-DRAGON見面見面。。

■■黃智雯黃智雯((中中))獲袁偉豪獲袁偉豪((左左))餵食餵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黎瑞恩、莊思明
和男友楊明與已跟內地富
二代J君「分手」的羅
霖，昨日為一間食肆擔任
剪綵嘉賓。「小恩子」因
要應付下月紅館演唱會暫
未能開懷大嚼，加上上周
到上海時沒忍口，即時增
磅，她笑言現在要禁食。
小恩子開騷獲各方朋友

支持，除提供減肥餐單
外，朋友主動送健康食品
到她家，為其編排食譜以
作鼓勵。她又感謝張柏芝
送來特別的水，日飲兩杯
可保持身體健康，大讚柏
芝有心，到時會邀對方睇
騷。小恩子說：「這次是
來撐朋友場，之後開始閉
關為個唱準備，已排舞練
歌。跳舞沒有難度，但我
記性差，那些舞都幾勁，

可能距離開騷日子漸近，
擔心不夠時間排練。」
說到麥玲玲指楊明和莊

思明今年很適合結婚，楊
明謂：「玲玲姐提議不
錯，盡量今年實行，但要
多方面配合，包括時間和
人。」

小恩子感謝柏芝送健康水

■■黎瑞恩黎瑞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