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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早在比賽前，當 G.E.M. 抵達長沙時，花花化
身「柴可夫」專程到機場接送對方，並把握時間

綵排練歌。G.E.M. 大讚對方：「他進入狀態後，就像
發光的太陽。」至於四年後再踏《歌手》舞台的 G.E.
M. 坦言心情興奮，有一種回「娘家」的感覺，對於首
次擔任幫唱嘉賓， 她說：「雖然沒有壓力，但有一點
點緊張，不過更多的是興奮！」
相識多年的G.E.M.和花花一直鮮有在公開場合合

唱，能夠促成今次「世紀合唱」 是因他們不時為音樂
交流意見，G.E.M.表示：「 其實他無論之前上別的電
視節目，還是這次上《歌手》， 好多歌曲都會事先發
給我聽，交流意見，所以合作也是很自然發生的。」

英女歌手Jessie J奪冠灑淚
根據賽制，「歌王之戰」共分為兩輪。首輪進行的明

星幫幫唱環節中，與李玟合作《Bang Bang》的Jessie

J、 與 譚 維 維 演 繹
《Hey Jude》的汪峰、與
鄧紫棋對唱《光年之外》的
華晨宇，以及聯手吳碧霞帶來
《九兒，你大膽地往前走》的騰
格爾，成功晉級第二輪個人演唱環
節。
更為激烈的個人演唱中，汪峰、騰格

爾分別帶來代表作《我愛你中國》和《蒼
狼大地》；華晨宇選擇了張韶涵的歌曲《吶
喊》；Jessie J則以一曲《I Will Always Love
You》向中國觀眾表白，稱這是她送給中國觀
眾的一封情書，表達了自己所有的心情。經過
兩輪大戰，Jessie J最終以絕對優勢奪得「歌王」
桂冠。Jessie J說：「很高興能把我喜歡的歌分享
給中國觀眾，我在這裡學到了很多東西，也很幸
運。」她奪冠後不禁喜極而泣，並表示她來《歌
手》這個舞台並不是為拿「歌王」，而是為了挑戰
自我、分享音樂，把好的音樂作品帶給更多的人。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前晚是湖南衛視歌前晚是湖南衛視歌

唱比賽唱比賽《《歌手歌手 20182018》》總決賽的大日總決賽的大日

子子，， 鄧紫棋鄧紫棋（（G.E.M.G.E.M.））以幫唱嘉賓身以幫唱嘉賓身

份為內地歌手華晨宇份為內地歌手華晨宇（（花花花花）） 坐鎮坐鎮，，

與與Jessie JJessie J、、汪峰汪峰、、張韶涵等爭奪今屆張韶涵等爭奪今屆

「「歌王歌王」」寶座寶座。。G.E.M.G.E.M. 時隔四年再踏足時隔四年再踏足

同一舞台同一舞台，，穿上超性感高衩裙登場穿上超性感高衩裙登場，， 激激

罕開衩開上腰間罕開衩開上腰間，，大晒一雙玉腿大晒一雙玉腿。。與花與花

花合唱改編版花合唱改編版《《 光年之外光年之外》》的的G.E.M.G.E.M. 唱唱

出招牌高音出招牌高音，，花花則大晒拿手花花則大晒拿手raprap功功，，G.G.

E.M.E.M. 最終成功助花花贏得本屆亞軍最終成功助花花贏得本屆亞軍，，冠冠

軍則由軍則由3030歲的英國女歌手歲的英國女歌手Jessie JJessie J奪得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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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
陳煒、馮盈盈、岑麗香與黃光亮等
《果欄中的江湖大嫂》演員前晚相
約一起飯局兼欣賞大結局，演「小
狼女」而人氣急升的馮盈盈表示帶
來名牌啤酒來招呼同事，她也做好
心理準備會喝醉，沒有開車前來和
吩咐定男友來接載她。自稱酒量淺
只喝兩罐啤酒的盈盈，表示喝醉後
的反應大家已在劇集中看到，盈盈
說：「拍過一場醉酒戲，事前喝了
兩罐啤酒，結果醉了在錄影廠走來
走去要同事捉我回來，雖然仲記到
對白，但最終都要抬上保母車由男
友接我走。」盈盈稱自知演技差，
所以真的要喝酒來投入，結果事後
全公司的同事都知她酒醉被抬走，
她說：「不單止同劇的香香、煒哥
和亮哥都知，到現在拍《白色強
人》與馬國明合作，他都問我是否
被人抬走，真的要多謝劇組幫我宣
揚出去。」

香香期待苟芸慧將出嫁
岑麗香笑言也有聽聞馮盈盈拍劇

醉酒被抬走，大讚對方拍劇夠投
入，至於前晚香香有否怕喝醉，她
笑言有自制能力，就算喝醉都只想
讓老公見到，因他結婚時已應承了
她，不論怎樣都會愛錫她。提到好
姊妹苟芸慧即將出嫁，香香知道一
對準新人已開始找婚禮場地，笑問
一班姊妹們有否開始商量如何玩新
郎？香香笑道：「都要開始想，到
時應該都會做姊妹，最後一個姊妹
出嫁，大家都好期待。」
正趕拍新劇的陳煒只換便服，set

住民初頭來飯局，她笑稱現在所有
人都知馮盈盈酒量差，更爆出對方
另一瘀事，說：「其實盈盈都是個
真性情女仔，很進取和主動，第一
次拍劇會多笑料，她試過拍一場反
枱戲，試位時她真的反枱，搞到枱
上東西未拍就爛晒，幸好公司規定
打爛物品最多都是賠300元。」煒
哥稱在盈盈身上也看到當年自己初
出道的影子，說：「記得自己當年
都好活躍，又好彩有很前輩錫住
我，不過我要開工，今次不能幫她
頂酒，相信亮哥都會有分寸。」

馮盈盈喝兩罐啤酒即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馬國
明、陳凱琳(Grace)、林盛斌(Bob)等人前
晚出席遊戲節目《降魔的捉妖遊戲》宣傳
活動，節目中以主持人身份出現的馬明不
用參與遊戲，他笑言很替玩遊戲的同事辛
苦，馬明說：「同事都好慘，因為玩到好
污糟，很多人一日都要落妝、上妝三次，
所以我都不忍糟質他們。」馬明坦言如他
親自落場一定不會玩，只會展示他的招牌
「天然呆」表情。至於劇集《降魔的》會
否開拍續集，馬明說：「暫時未有聲氣，
都要看公司安排，知道監製和編審現在都
各自有新劇開拍。」

有份玩遊戲的陳凱琳表示最難受是被同
事用沾滿爛果醬的手摸臉，結果眼耳口鼻
都被塞滿果醬，她說：「我要多謝馬明，
因為他很錫住我玩，例如其中一個遊戲要
倒不同飲品落我塊面，有果汁、牛奶和清
水，他每次都揀清水，其他人見到都好眼
紅。」在旁的馬明就示意因Grace是他
「大嫂」(鄭嘉穎女友)，大家都知是什麼一
回事。Grace又稱今次玩遊戲節目雖然不
用全程奔跑，但因太污糟要不斷換妝，提
議下次由她做馬明的角色，說：「其實玩
我都不介意的，大家玩得幾開心，如果沒
有Bob整個節目效果都不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女子組合Super Girls成
員Heidi Lee（李靜儀）與著名街頭品牌專門店Pop-
corn Supply 合作，並於昨日舉行「Be True to Your-
self」時尚企劃 。活動當日，Heidi 更化身一日店長，
與市民及粉絲近距離接觸及互動，吸引半百粉絲於門外
排隊等候入店內購買，而限量紀念服飾於個半小時火速
售罄。Heidi表示雖然讀書時曾當過兼職售貨員暑期
工，但她坦言心情相當緊張︰「讀書時有返暑期工做
part-time售貨員，但店長我沒有做過，我想我的銷售技
巧應該還好吧，我不會特別刻意去用美人計，反而會用
我專業的角度去教顧客怎樣襯衫、邊件 item將會大
熱。」Heidi透露今次在設計、概念、宣傳等範疇都參
與其中︰「始終我是第一次做聯乘，而他們很好，讓我
有機會去參與不同範疇，是一次很好的經驗。」
對於今次為「Be True to Yourself」拍攝的造型照，

Heidi找來一位好朋友為她操刀，她直言非常喜歡和滿
意對方的作品。問到如何做到「Be True to Your-
self」，Heidi稱最重要是忠於自己，自己開心為大前
提，她表示︰「其實忠於自己比較難，如向別人表達自

己想法也要顧及別人感
受，可能要圓滑點。所
以，我們便想在其他範疇
手，想到衣方面，放
工後或者放假我們就可以
做返自己，穿得比較『男
仔頭』，或者少女點、型
格點都無所謂，最緊要自
己開心舒服。」

香港文匯報訊 余文樂去年底娶
台灣「皮帶大王」千金王棠云，已
被指奉子成婚，早前王棠云更被拍
下肚凸凸的照片，盛傳預產期是6
月。上月余文樂出席活動時終於親
口承認老婆有喜，不過一直賣關子
未透露預產期。
王棠云被傳大肚後已剪短長髮，

在社交平台上載的照片中她亦刻意
遮肚，前日她身穿寬鬆藍色連身長
裙首度騷孕肚照，與友人出街的她
開心舉V，她微微烏身藏肚，身形
依然纖瘦。網民大讚樂嫂：「懷孕
了還是好美」、「樂嫂好猛，完全
看不出是孕婦」、「仙女下凡」、
「想像到你和六叔的baby有多漂
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
梁烈唯前晚出席活動就自嘲年紀
大，玩遊戲節目已力不從心，他
說：「我覺得自己好鈍，遊戲難
玩又配合不到隊友，其他人可以
一邊玩一邊演戲，尤其Bob和何
廣沛玩得好叻，連製作單位都讚
他們。」提到唯唯有份演的網劇
《飛虎之潛行極戰》已播出，飾
演大反派的他表示劇情與之前的
《飛虎》系列不同，唯唯說：
「初時大家以為我做回以前飛虎
的角色，但今次是全新故事，我

算是第一次做
大反派，多謝
製作單位信任
我。」唯唯稱
為演好角色，
事前參考多位
前輩演奸角的
演出，他說：
「我最怕觀眾
接受不到，到時又話我抄人，不
過出來效果大家都好接受，我都
要多謝美指同髮型師，不少人都
讚我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浙
江衛視全新一季的《奔跑吧》前
晚正式啟播，為了隆重其事，鄧
超、王祖藍、楊穎（Baby）、鹿
晗、鄭愷以及李晨，連同攝製隊
專誠遠赴維也納聯合國總部進行
拍攝。是集對團員最大的難題及
考驗，是要在維也納市政廳，在
五百名外籍觀眾面前，以流利英
語就聯合國持續發展
目標內容進行演講。
由於英語不是鹿晗、
鄧超、李晨及陳赫的
專長，故他們在演講
正式開始前大為緊
張，鄧超更一度表示
想放棄，令同組的
Baby大為緊張。而

被安排與鹿晗一組的祖藍，不但
未有被艱深的英語詞匯考起，信
心十足、英語發音標準的他，一
出場更與現場觀眾大玩互動，大
膽問觀眾他與鹿晗誰人更靚仔，
並現場觀眾來個即場投票。結
果，祖藍竟意外地以高票數壓倒
鹿晗，而鹿晗亦大感意外，更即
場輸掉一百元人民幣。

國際審美標準唔同啲？

祖藍被指靚仔過鹿晗

王棠云首鋪大肚相獲讚苗條

唯唯首做反派怕觀眾不接受

李靜儀化身一日店長

馬明玩遊戲錫住「大嫂」陳凱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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