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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李佳芯

■李佳芯和黎諾懿昨
日與劇中四位女兒
「允豬
允豬」
」出席活動
出席活動。
。

（Ali）
、黎諾懿、黃致豪（黃長興）及姚嘉妮
等昨日出席劇集《BB 來了》之「BB 滿月

2018年8月1日（星期三）
■召集四位「允
豬」合照過程一
波三折。
波三折
。

宴」活動，Ali 與黎諾懿在兒童樂園內看到
劇中四位女兒「允豬」
，立刻父母愛泛濫逗
她們玩個沒停。題材貼地的《BB 來了》一
路有好收視，諾懿透露監製想開幼稚園
篇、小學篇及中學篇，而他跟小朋友拍戲
也成功練出好脾氣。

《BB來了》擬開 幼稚園

小學篇

中學篇

與小孩做對手
黎諾懿
李佳芯笑言相隔了大
半年，沒想到幾個

長大了的「允豬」依然認得
她，只是其中一個不太理睬她，
Ali笑說：「當初拍攝時，一行埋去
她們已哭起來，真的好難控制，起碼
現在有反應會互動，不過見回她們就覺
得自己又老了半歲！」笑問她何時生返個
B？Ali笑指看別人的BB長大得很快，自己
的就好漫長，自己沒這計劃，一直要忙開劇
沒額外計劃。

李佳芯接受未婚懷孕
會否接受未婚懷孕？她說：「其實不應有界
限，上天給我也會要，不過這可以控制，現要拍
■黃致豪對岳
母因病離世尚
未釋懷。
未釋懷
。

■其中一位「允豬」
不太理睬李佳芯。

練出好脾氣

劇也少了拍拖，做這件事的機會也少了。」但有
意外又會否接受？Ali 笑答：「我這個年紀都算
遲，不會接受不到，都是一個經歷，有了是開心
事，但這個『如果』不會在這兩年發生吧！」
黎諾懿再見長大了的4個「允豬」，不禁覺得
時光飛逝，有兩個「允豬」他已認不出來，他回
想拍攝時其實好混亂又難控制，每場戲都拍到索
氣又出汗，不過卻能練出好脾氣，而通常有小朋
友的家長耐性總會較好一點。
今次以 BB 為題材，事前是否沒想過有這麼好
收視？諾懿指最初估計只吸引新手爸媽收看，沒
想到奶奶和岳母級都看，且從第一集就有好收
視，一直能保持 28 點收視，以新手爸媽的題材
能夠撐到 20 集真的很難，現在監製都說想開幼
稚園篇、小學篇及中學篇，其實偶然有這些題材

貼地的劇集，觀眾也會喜歡的。

黃致豪望圓岳母遺願
黃致豪昨日雙眼腫脹，全因岳母因病離世尚未
釋懷，他指岳母不足 60 歲便病逝，太太很不捨
得，因為岳母生前很愛錫女兒，所以他承諾會盡
力做到岳母的位置，去成為最愛錫太太的人。太
太現在情緒仍不穩定？他答道：「是的，我都眼
腫腫，我見到她不開心我都不開心，現要去辦理
媽咪（岳母）的身後事，都很混亂！」他表示剛
巧近期不用開劇，可以陪伴太太，不過即將要收
拾心情去工作：「我承諾了要照顧太太，也要加
把勁去工作！」提到岳母的遺願？黃致豪說：
「岳母愛錫女兒多於自己，她都是希望我一樣愛
錫她女兒多過自己，我相信我也會做到！」

》有好收視。
慶祝《BB 來了
■一班演員開心

換 8 個造型
■穿上高跟鞋的千嬅，
做出高難度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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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詠琁攜愛徒獻聲感動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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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慧敏
香港文匯報訊 朱慧敏與董敏莉早前現
身直播平台節目。朱慧敏與粉絲們大玩塔
羅遊戲之餘，更以普通話翻譯員身份，替
好友塔羅諮詢師翻譯牌意，哄得粉絲們狂
報以小禮物作獎勵。
是次直播環節，朱慧敏獲得大批粉絲熱
烈回應，她坦言使用內地大熱的直播平
台，可令她身在香港，仍然能與內地粉絲
作近距離接觸，絕對是非常方便的橋樑。
談到為什麼首次試玩直播，便能吸引數千
名內地粉絲追捧？她稱以前亦有嘗試使用
其他內地直播平台， 加上近年頻頻在內
地演出舞台劇，故粉絲們對她並不陌生。
她又認為使用內地直播平台，可有利打入
中國內地市場。
另一邊廂，正懷孕的董敏莉就在直播
中，與粉絲分享美肌及護髮心得，並大談
產前和產後的分別。

■千嬅花了
近 10 個小時
拍攝。
自從演唱會同 Carl（音樂總
監王雙駿）合作好有火花、好
多交流，加上反正人生在倒
數，乜都要試。Carl話Rock嘅
文化係有話直說、係一種態
度，唔需要太介意或計較用咩方
式表達。」於是他們邀請了黃貫
中（Paul）作曲和林海峰（Jan） 填詞創作
《搖滾之母》，加上Carl和千嬅， 四人
都已為人父母，演繹這個題材特別到
位。千嬅說：「 我有諗人哋會唔會覺
得我係家庭主婦唔啱唱㗎？但Carl話唔使
擔心，結果我聽咗Paul作曲，
覺得好正，再搵埋Jan填詞，
佢嘅詞唔使懷疑，一針見血
得嚟又好有幽默感，呢首歌
帶畀我好大驚喜。 」
至於「精選歌」部
分，千嬅亦嘗試了
新方式選歌單，她
說：「我好感激每

高 難 度瑜
伽

朱慧敏善用直播平台吸粉絲

今次新碟帶給千嬅很多新體驗，
其中來自新歌部分的《搖滾之
母》是千嬅首次唱Rock，她坦
言最初有點擔心：「我嘅歌
未試過節奏咁勁，呢個範
疇（指 Rock Music）
以往唔敢隨便觸
碰，容易惹起
爭議。
但

似做

首度挑戰唱Rock

嬅

香港文
匯報訊（記者 植
植）楊千嬅昨日推出
新 曲 加 精 選 碟 《ONE ON
ONE》，早前她為新碟拍攝封面
相，見她撐住6吋高跟鞋做出恍如瑜伽
般的高難度動作，拗腰、瞓地、俯身彎
腰、單腳企、sit-up和抬腿等。原來千嬅花
了近10個小時，換了8個造型，影過千張
靚相，事後她笑言「好似影咗一本春夏時裝
目錄」！
每次影唱片封面都令千嬅特別興奮，她
說：「承接『三二一 GO！演唱會』餘
韻，推出新曲加精選碟延續回憶，過往精
選碟通常簡簡單單用一張大頭相做封
面，今次專登花好長時間換好多套衫，
影一輯全新靚相，證明我公司非常認
真對待音樂。」千嬅還解構碟名意
思，她笑說：「《ONE ON ONE》
即係買一張聽、買一張珍藏。」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張雅婷）國寶
級歌唱家周詠琁（本名周旋）再度受邀參
與演出由中央電視台錄製的大型音樂節目
《童聲唱》。這次她攜同 7 位愛徒亮相，
演唱以頌親恩為題的《天之大》一曲時更
感動了評委，現場無不動容。
周詠琁兩年前創辦藝術中心親授歌
唱技巧，膝下桃李滿門，她更不時
帶領學生四處獻技，提升他們的
演出技巧，這次老師再一次親
攜學生賀蕾、俞梓涵、林陳
孝文、岑欣桐、岑欣蔚、張
智榮與張祖榮在音樂節目
中獻唱，先夥賀蕾高唱
《天之大》獻給天下母
親，以及富情感的歌韻
教評判與觀眾動容，有
些還不禁感動落淚。隨
後演出的俞梓涵則輕
聲吟唱一曲《讀唐
詩》，歌頌中華文化
的精髓；林陳孝文與
岑欣桐以廣東話及普
通話演繹《我的驕
傲》，朝氣十足；尾

位喺楊千嬅音樂路上遇到嘅老師、知音，所
以請佢哋揀歌，成為精選部分。我曾經諗過
佢哋會唔會揀啲好冷門嘅歌？ 甚至連我都遺
忘咗嘅歌？其實咁又有乜所謂，可能更有新
鮮感，唔一定人人都識嘅歌先至可以放入精
選碟。」被邀請的包括DJ好友、造型師、唱
片界幕後功臣、歌手、前助手和歌迷等，
並寫下與千嬅的小故事。其中老公丁子高
化身「歌迷」選了《煉金術》，他留言放
閃：「因為呢首歌係我第一次真正認識
佢嘅時候，喺佢面前唱畀佢聽嘅歌。
」
■今次新碟帶
給千嬅很多新
體驗。

■洪卓立

段，俞梓涵、林陳孝文、岑欣桐、岑欣
蔚、張智榮與張祖榮6位小朋友唱出《世界
真細小》，藉這首琅琅上口的曲目帶起觀
眾齊聲大合唱，現場氣氛更見高漲。
周詠琁讚揚每個學生在舞台的演出都是
「精彩的瞬間綻放」：「他們事前排練了
很多遍，非常勤奮，在台上演出就如花了
長久時間灌溉花朵最終燦爛盛放。帶領他
們赴北京是希望大家都能夠在這座歷史古
城中感受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通過大舞
台互相探討及交流音樂的魅力，站上中央
電視台的舞台進行演出，可提升孩子們各
方面的才能，同時留下美好回憶，推動他
們在音樂藝術學習之路上越走越遠。」

■沈震軒
沈震軒((中)與一班好拍檔共
同創作追夢歌曲。
同創作追夢歌曲
。

■Joe Junior 飾演老年
版的沈震軒。

沈震軒搵 Joe Junior 扮自己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
者 張雅婷）沈震軒（Sammy）近日便與好拍檔莫凱
謙、Rex共同創作追夢歌曲
《不枉》，同時找來「享
樂團」主音 Andy 合唱和出
名嚴謹的音樂人舒文為他們擔任新
歌監製。
《不枉》希望表達任何年紀都可以
追夢，故邀請Joe Junior飾演老年版

的自己。Sammy 佩服說道：「Joe
Junior完全演繹到我想要嘅嘢。」被
問到老年會否繼續追夢，堅持對音
樂、演戲的熱愛，Sammy 自言為人
老土：「老咗可能體力唔夠，追夢方
式唔同，不過學周星馳話齋『做人如
果無夢想，同條鹹魚有咩分別呀？』
只要我一日有魄力，一日未斷氣，一
日都唔會放棄追夢！」
提到下半年的音樂發展，他為主

現實戀愛若遇第三者

■鄺潔楹

■周詠琁與愛徒亮相音樂節目
周詠琁與愛徒亮相音樂節目。
。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張雅婷）
洪 卓 立 （Ken） 為 新 歌 《 獻 醜 》 拍 攝
MV， 歌 曲 圍 繞 一 段 出 現 第 三 者 的 感
情。一直以來，大家都認定女方才會
處於強忍狀態，隻眼開隻眼閉去面對
問題，但在新歌中不願面對的竟是男
方。
在 MV 中，導演為 Ken 準備了一枚可

演的內地網劇《懸骨冊》主題曲包
辦詞曲，另外下半年會再推出全新
廣東歌，為年底推出 EP 作好準備，
而同一時間 Sammy 希望與不同的樂
壇前輩合作，「例如陳曉東，東東
係我唱 K 時代嘅偶像，希望可以寫
歌畀佢或者合唱啦。而安仔許志安
就係我講咗好耐想合作，現在都寫
緊歌，自己覺得完美先會交『功
課』。」

洪卓立會想盡辦法補救

將 時 間 轉 移 的 戒 指 ， 只 要 一 按 「Reverse」，時間便倒流從頭來過。MV 找
來「仙氣女神」鄺潔楹（Judy）擔任女
友一角，故事裡 Ken 要不斷使用這枚戒
指，將女友說分手的時刻從頭來過，可
惜仍然徒勞無功，最後只好放手免得自
己獻醜。而這刻 Ken 便要痛哭當前，想
不到他演技大爆發，導演只拍了一 Take

便收貨，非常滿意。
Ken 表示自己絕對接受不到第三者，
但如果發生了，都會想盡辦法去補救，
直至去到解救不了才放手。而如何令愛
情得以保鮮就是他一直在學習的一門學
問︰「我覺得只要你肯為對方想多一
點，自然會知道對方到底想要什麼，不
會錯了才去補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