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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墮 台 有 陰 影 怕 後 面 見 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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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仔信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對墮台有陰影怕面前見窿

r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古巨基一連五場《WE 我們古巨基世界巡迴演唱會香港站特別版》前晚尾場，雖曾於第二場發生
墮台意外，但基仔一上台唱跳賣力，似已走出陰霾，不過基仔坦言仍心存陰影，以後不可以有個窿在他後邊。

前晚老闆楊受成夫婦、溫碧霞、張智霖夫婦、唐詩
詠、森美、李克勤及羅力威等齊來撐場，基仔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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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時光機就笑着表示要離開中間位，再安全避開個
大窿並笑說：「見過鬼怕黑，我見過嗰隻鬼都幾
大隻，不過真係謝天謝地，死唔去，睬！係不幸
中之大幸，我睇完醫生話可能會有後遺症，都
幾長手尾，可能會好聲咗，跌一跌整個發聲
系統好咗好多！」不過基仔指肩頸受了點
傷，肌肉箍住了仍梗梗的。基仔憶述演出
完去到醫院做各樣檢查：「我知道跌親
背脊，pat pat 腫咗好痛，醫生叫古太
拉埋簾，我就拉低半個 pat pat 畀古
太睇，她對我說：「瘀就冇瘀，不
過有好多橙皮紋，我真想一個
pat pat 頂埋去，但開心老婆引
我笑，所以我係個鍾意返屋企
的男人！」

伊健任嘉賓激烈擁吻
鄭伊健擔任尾場嘉
賓，他清唱一小段
《一個為你甘去蹈
火海的人》，全
場反應熱烈，身
穿黑色棒球褸
的伊健才從
LED 牆 中
間出場，
並與基
仔 一
起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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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更扮歌詞中「再度激烈擁吻」。伊健對基仔說：
「在台下好感動，時光機不可帶回以前，但可以繼續製
造美好回憶！」基仔則答謝伊健：「他除了做我嘉賓之
外，也為我蹈火海，好似我上海開時裝騷，他來幫我做
嘉賓模特兒，我老婆（Lorraine）間餅店出月餅，他在
沙漠拍戲都拎住盒月餅話好好食，多謝鄭伊健，由我入
行到拍第一套劇《笑看風雲》就看待他成哥哥。」基仔
又選與伊健拍《笑看風雲》時的照片重演一次再拍照，
基仔笑着問伊健：「點解要扯住我下面？仲好大力咁揪
住？呢個係周星馳嗰個揸乜龍爪手？」伊健就澄清：
「其實 Benz 雄（許紹雄）除咗佢條褲，我就幫佢𢭃一
𢭃，你唔記得咗啦？你睇我個樣不顧一切皺晒皮都幫你
𢭃住，費事你走光呀！」基仔笑答：「你都揪得幾用
力，家再影番張相，咁你幫我𢭃一𢭃啦，今日冇人𢭃
過，快啲幫我𢭃！」引得全場觀眾爆笑。場面非常爆
笑！之後伊健再多唱一首《友情歲月》，更走到台邊與
觀眾握手。
到Encore環節前，發生了小插曲，基仔唱完《初心》
熄燈落幕，可是左邊灰布幕卡着未能放下，觀眾看着基仔
由工作人員扶落台及換吹氣大獅子佈景。到基仔唱了最後
一首歌《友共情》後觀眾仍不肯離開，基仔再穿大會黑
Tee 上台，拿出手機玩自拍和拍片後基仔再 Encore《勁
歌金曲》，演唱會於11時50分才正式劃上句號。
完成五場演出，基仔受訪笑言今次大步檻過，總算順
利完成，本來醫生都叫他休息兩星期，但下一站 19 號
於湛江舉行，他亦希望可以開 Part 2。基仔墮台受傷，
其實連日有手法治療師為他
鬆弛肌肉，老婆 Lorraine 有
幫手按摩？他笑說：「佢識
鬼，剩係識笑我有橙皮
紋，不過我跌低佢好驚，
爸爸媽媽坐台下都好驚想
衝入來！」

個心都定咗，但我都起唔到身。」基仔指當時有人提議停
騷，到他唞順條氣，知自己沒撞到個頭就想繼續唱下
去：「於是我試吓郁啲手腳，為時都十幾分
頸
鐘，之後就升我上去，我就一路摸頭摸
，好彩檢查後冇骨裂。」
談到前晚再發生拉不下布幕的小
插曲，基仔笑說：「對比起自己跌
親好小事，我已經睇透咗，大難不死必
有後福，每晚返到屋企都同老婆講其
實係好好好好彩，如果係頭、手
就最嚴重，我冇練頸肌肉，我
硬頸啲就好啦！」基仔又答謝
大家關心，不過坦言意外後令
他留下陰影：「見到咁大隻鬼
我怕黑，其實係自己疏忽咗程
序，因為加場只可加在前面，
綵排時間就少咗，我又對自
己記性太有自信。」湛江一
站會否移開窿窿？他笑
說：「我會竄開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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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都唔會畀啲窿喺我
後面，要眼見個
窿！」

以後不可以有窿在身後
基仔憶述自己跌落大窿經過：「當時到我有知覺，是
覺得閃了一吓，一秒之後覺得背脊有嘢撻咗一撻，先
意識到原來我跌咗，速度快到覺得痛就已經喺地
下，不幸中之大幸係我背脊落地，但受猛烈
撞擊，我係Chok住道氣，什麼都慢咗又
做唔到嘢，工作人員叫我唔好郁唔知
傷咗邊度，等到聖約翰救傷隊來到
摸我啲手腳問有冇感覺，又叫
我捉一捉佢哋隻手睇吓有冇
力，就開始慢慢覺得手
腳各樣都OK，只係
覺得背肌肉痛，
頸就chok到
痛，唔係
最 嚴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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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卓羲被街坊問點解冇劇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吳卓羲
（Ron） 主 演 的 網 劇 《 飛 虎 之 潛 行 極
戰》前晚開播，此劇之前在內地點擊率
有25億，卓羲謂總算有個交代。
談到劇集於內地已播映，問可擔心影
響收視？吳卓羲謂：「不擔心內地率先
播放影響香港收視，好多年長觀眾都無
上網睇，一定會有捧場客。我很久沒拍
劇，之前我同媽咪去街市買餸，街坊問
我為何一直沒劇上，以為我被雪藏，覺
得我好慘。」

■吳卓羲

薛凱琪郭碧婷做姊妹
付辛博穎兒峇里完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藝能小
子）內地藝人付辛博及穎兒昨日
在峇里大婚，2 人婚禮的伴郎伴
娘陣容曝光，由郭碧婷、薛凱
琪、沈夢辰、米露四人當姊妹，
兄弟由馬可、周覓、胡夏、董力
擔任。婚禮會以穎兒最喜歡的
「哆啦 A 夢」為主題，婚禮現
場，穎兒一襲白色長裙美艷動
人，付辛博則西裝打領，透過玻
璃就能看到碧海藍天，十分浪漫
唯美。
付辛博在微博上載多張着上中
式禮服結婚相，宣佈與內地女星
穎兒舉行婚禮，並留言：「我們
的生活由此開始。」見一對新人
幸福滿滿，令不少網友羨慕不
已。

擔任證婚人，最後新郎在露天禮
堂迎接新娘子，並講出愛的宣
言，禮成前一對新人互吻並由新
娘拋出花球。
而早在今年二月穎兒為付辛博
誕下女兒，前日在微博透露於峇
里島為女兒舉行百日宴。穎兒在
微博晒出和老公付辛博抱着女兒
的照片，並配文稱：「小月亮百
日快樂。」這也是夫妻倆首度公
開女兒的小名。照片中，付辛博
抱着女兒，小月亮雖然臉被擋
住，但是小腿依然肉肉的。而穎
兒則依偎在老公身旁一起抱着女
兒，夫妻倆面對鏡頭笑容燦爛。
背後是他倆為女兒準備的百日聚
會。在一大片花海中，立着許多
竹蜻蜓的裝飾。

女兒小月亮首曝光

王浩信望兩年內開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之戰》第七粒寶石後，近日又將
薛家燕、王浩信、奚秀蘭、劉雅 她變身「Captain Nancy」。家燕
麗、鄧小巧及楊天經等前晚於電 姐笑言近日多了很多年輕粉絲，
視 城 錄 影 節 目 《 流 行 經 典 50 日前搭升降機，有幾個年輕人見
年》，王浩信透露當晚會唱十幾 到她即嘩嘩聲，初時她還以為升
年前剛入行時，自己填詞和作曲 降機有事，原來他們因為見到
的《Sorry》，以及會翻唱林憶蓮 她，之後更有合照。
對 於又有網民提議集合過往
的《聽說愛情回來》，更練歌練
TVB 劇集的大俠，如《尋秦記》
到有點聲沙。
歌手出身的他近日頻頻公開演 的項少龍、《蓋世豪俠》的段飛及
唱，他坦言有意開演唱會，這都 《踩過界》的盲俠等，跟她合力保
是自己和粉絲的心願：「自己年 護「池力共鎮」，家燕姐大讚網民
的創意很厲害，又笑說：
紀都唔細，如果再唔做，機
「個 Idea 真係幾好，
會就愈來愈細，希望
賀歲片都掂呀，我諗
一、兩年內能實現。
池力共鎮有排震，
至於會否再出碟就要
不過我希望佢哋全
睇公司安排。」
部 都 識 跳 十 字
薛家燕繼之前被網
步。」
民將其前額的痣惡搞
為《復仇者聯盟3：無限
■王浩信

周秀娜預告開工過生日

及至傍晚，嘉賓進場，當中包
括王祖藍、鄒市明、冉瑩穎夫
婦、沈凌和郭品超等，而吳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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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周 份？娜姐表示沒有。問她現在是
秀娜昨日穿上低胸裙出席品牌活 否不想拍性感戲份？她否認道：
動，但她現身時卻着上牛仔褸， 「我接戲沒限自己要做些什麼角
色，性不性感亦都不由自己決
未有大騷身材。
娜姐近日與古天樂及張智霖合 定，我選戲還是看劇本。」
另外，娜姐將於下周二生
作拍攝兩套電影，她笑言每日到
日，問她會如何度過？
片場後要想自己是拍哪一
她透露要開工，所以
部電影，快要精神分
會與工作人員約
裂，但穿起戲服後就不
會。至於可有男士
會分不到，因為角色
約她？她就稱沒
好大分別，一部是做
有，反而開工最開
鑑證，另一部則是警匪
心。
片。問她可有親熱戲
■周秀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