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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金曲慶出道 17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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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a抱仔登場

搶鏡

台灣女子組合 S.H.E 前晚在台北舉行「十七音樂

會」，與歌迷歡慶出道 17 周年，從首張專輯主打歌《戀人未滿》
到新歌《十七》，全場演唱 2 小時、22 首金曲，台上台下氣氛既
歡樂又感性。最驚喜的是，在唱到第四首經典老歌《美麗新世
界》的時候 Ella 突然帶着一歲半寶貝兒子勁寶上台一起熱舞，讓
Hebe 跟 Selina 都嚇了一大跳！
前一次在台灣公開演唱已
距S.H.E
有 2 年時間，前晚她們在兩廳院

藝文戶外廣場舉辦音樂會，舞台設計
以 Selina、Hebe、Ella 的代表色粉紅
色、綠色、藍色為主視覺。S.H.E 特
別在 9 月 11 日這天舉辦免費萬人演唱
會，之前免費提供索票時就已經引起
搶票熱潮，前晚現場人潮更預估超過
15,000人！

奶音融化粉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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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仔三哥街頭開香檳慶殺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
文釗）由呂良偉一手從美國
引入的消脂提肌儀器昨日正
式推出，阿呂與嘉賓杜德
智、陳偉琪一同介紹儀器優
點，表示儀器價值二百萬
元，暫時全港只有一部。
呂良偉表示在美國得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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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哥說：「經歷了一個
非常炎熱同充實的暑
假！」《掃毒 2 》煞科
日闖入中環地鐵站實景
拍攝，三哥認為：「中
環站實景同我們搭建的
廠景港鐵站幾乎冇分
別，我們的廠景實在太
真！」問到三哥幾耐冇

搭港鐵？三哥話：「我
間唔時都搭㗎！如果大
家搭車時見到我，歡迎
搵我影相！」至於三哥
完成拍攝一刻，跟監製
華仔講句：「我完成任
務啦。」華仔搞笑回
應：「三哥我真係恭喜
你！」

■左起：陳偉琪、 呂良
偉、杜德智。

傳《都巿閒情》停播

■林淑敏

出儀器即引入香港，現在儀
器在美國已賣斷市要等候新
貨，他說：「我自己是做運
動的人，明白到儀器的好
處，可以幫助做到靚線條的
腹肌。」阿呂稱不能只依靠
儀器，也要做運動配合，已
做過三次儀器的他，表示已
感受到好處，尤其臀部有所
提升，連帶太太小娟也讚
他，他說：「平時做深蹲做
得好辛苦、腳又酸，現在有
儀器就舒服得多，不痛不
倦。」早前家燕姐表示阿呂
有推介她用儀器，他笑道：
「對啊，知道她要開演唱
會，其實她做四次就夠，最
希望可以幫她減肚腩，臀部
提不提升就看她啦。」

林淑敏稱將保留主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
「大小姐」林淑敏與「Terry」李
偉健昨日出席連鎖快餐店活動，攜
手宣揚惜食信息。有傳 26 年歷史
的無綫長壽婦女節目《都巿閒情》
即將停播，主持之一的林淑敏坦言
自己負責幕前，未知具體的改革形
式，也未知節目會否改名，但知道
主持會留在同一時段繼續做。林淑

敏說：「自己做了 7 年，很有感
情，一定會不捨得，但同事們都會
留下，不會太傷心，始終製作都需
要新元素，不可能一成不變。」至
於有傳節目將會植入Big Big Shop
元素，林淑敏再表示真的不知內容
形式。問她會否擔心流失傳統觀
眾？她認為可能繼續保留傳統觀眾
的同時更可吸引一批新觀眾。

釗峰身高與蘇麗珊相襯

iKON 11月來港開巡唱
香港文匯報訊 相隔兩年，韓國男團
iKON 將於 11 月 25 日重臨香港，假亞洲
國 際 博 覽 館 Arena 舉 行 是 次 巡 迴
《iKON 2018 CONTINUE TOUR》 亞
洲區的最後一站，勢必出盡渾身解數為
香港 iKONIC（iKON 粉絲名）帶來耳目
一新的舞台表演。門票將於 9 月 28 日公
開發售。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C AllStar成員梁釗峰單飛發展第
一首主打歌好評如潮，乘勝
追擊，今日推出第二首新歌
《閃亮的青春》，邀請了蘇
麗珊擔任MV女主角。他們
不但外形相襯，連身高亦是
天作之合，釗峰坦言：「邀
請蘇麗珊在我 MV 做女主
角，因為佢好有青春氣息，
尤其是佢着起校服毫無違和
感，而且她的高度同我好匹
配……」身旁的蘇麗珊笑
說：「我都好難得拍攝唔使
企木箱！」釗峰忍不住大笑
起來。

暗示明年再開騷
3 人從生活小事到個人偶像無所不
聊，Ella提到，成龍、孫燕姿等人都是
她的偶像，Ella更即興高歌一段唱《鐵
達 尼 號 》 主 題 曲 《My heart will go
on》，讓全場粉絲大飽耳福。
演唱節奏感十足的 Super Star 時，S.
H.E 齊步走向舞台最前方，十足展現
女子天團氣勢，更霸氣喊「我們就是
永遠的 Super Star」。音樂會進入尾
聲，3 人更演唱生日快樂歌與歌迷同樂
慶生，壓軸則以音樂會主題曲《十
七》獻給歌迷，唱完3人更感動緊擁，
最後還高喊「S.H.E 明年見」，與歌
迷不捨道別。

呂良偉想幫家燕姐減肚腩

新歌由釗峰與側田一齊作
曲、林若寧填詞、監製Edward Chan和Cusin Fung，
釗峰說：「Edward問我『青
春』令我諗到咩顏色？我第
一時間就話金黃色和橙色，
好有光芒和希望，於是佢就
編了呢個版本出來。有人會
想將回憶拿走，但我覺得無
論好壞的回憶都要有，咁先
至令我實在，由呢個回憶成
就現在的我！」蘇麗珊非常
認同，她說：「我好鍾意呢
份歌詞，好正面去講回憶，
勾起我好多共鳴，好窩
心！」歌詞提到回憶，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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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蘇麗珊亦穿着校服拍攝，
他們一臉童顏不但沒有違
和感，兩小無猜手拖手好
溫馨。而成長後的部分就
在中環取景，這對舊情侶
在摩天輪前重遇，原本好
浪漫，但當釗峰發現蘇麗
珊手上的婚戒時，就知道
一切只能成為回憶，擁抱
後互相祝福和告別。

「哥」迷高跟鞋蛋糕懷緬張國榮

香港文匯報訊 由劉德
華監製及主演，古天
樂、苗僑偉、林嘉欣等
主演的電影《掃毒 2 天地
對決》，經過歷時三個
多月的製作，煞科日闖
入中環地鐵站拍攝重頭
戲部分至凌晨時分，終
於順利完成。身兼監製
及主演的華仔雖然早已
殺青，不過於劇組煞科
日仍現身支持，華仔
說：「今次的拍攝真係
喜出望外，無論係整個
架構、或者大家的演
出！」作為主演之一的
三哥，可謂由頭帶落
尾，足足經歷了兩個月
拍攝，直踩至煞科日。

S.H.E演唱經典曲目《美麗新世界》
時，Ella瞞着Selina、Hebe安排神秘嘉
賓，讓她的兒子勁寶登台亮相，「乾
媽」Hebe 嗨到不斷在台上手舞足蹈，
Ella則感性說，只有今晚的場合可以私
心讓兒子上台，讓他看看大家，也跟
歌迷分享生命延續的感動，鼓勵大家
保有赤子之心看世界，「每一天、每
個地方，都是美麗新世界。」Ella在台
上大呼「你就是看過世面的好孩
子！」模樣超級可愛！勁寶在台上還
跟着 Hebe 和 Selina 用超甜奶音，一個

一個字念出「S.H.E 加油 謝謝」一句
話便融化台下粉絲的心，Ella甚至驕傲
地說：「我兒子還不到一歲半喔！」
讓兩位阿姨直呼「神童」。因為勁寶
實在太可愛了，Hebe 還開玩笑說會不
會今次演唱會只唱四首歌，剩下都是
「勁寶獨秀」，逗樂台下一票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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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是「哥哥」張國榮的 62 歲誕辰，陳淑
芬(陳太)與兒子陳家豪、「哥哥」生前好友連炎輝及前助手
Kenneth 等，聯同兩百位來自香港、深圳、廣州、北京、上
海、海南、英國、日本、韓國及新加坡等地的「哥」迷前往
寶福山為「哥哥」送上生日祝福。昨晨雖然掛起三號風球，
中途並下起大雨，但無減「哥」迷的熱情，依然冒着雨耐心
排隊向「哥哥」鞠躬。陳太昨日除準備了鮮花、水果、「哥
哥」喜愛的食物等祭品外，並特別訂製了一個玫瑰高跟鞋花
牌及一個高跟鞋蛋糕，讓大家懷緬「哥哥」昔日的舞台風
姿。而眾「哥」迷亦花盡心思送上別致的花牌，令寶禪堂變
成一片花海。
陳太每年都會做一本珍藏記事簿送給身邊好友，當中附有
「哥哥」的珍貴照片，2019 年記事簿剛剛趕得及「哥哥」
62歲誕辰前製作完成，陳太特別準備了一批帶到寶福山送給
「哥」迷，大家收到這份珍貴禮物都十分高興，表示不捨得
用會好好珍藏。

鄭敬基拍音樂錄像致敬

另外，歌手鄭敬基(Joe)與李日朗(Don)及藝人歐瑞偉等合作
拍攝《912 We Miss You Much》音樂錄像，在張國榮(哥哥)
62歲冥壽之時，於社交網送上心意，紀念這位一代巨星。為
喚起世人同哥哥的淡淡記憶，Joe 決意以「912 We Miss
You Much」為主題拍攝音樂錄像，在哥哥冥壽之時送上小
小禮物， 他說：「我們三個男人會走在一起做這件比較趕
急的事， 主因大家紀念哥哥時大都在4月1日， 而我每次臨
近哥哥的紀念日時都有很大感觸， 亦覺得他是想在我們心
目中有個開心的形象， 讓大家想起他是圈中典範，他的魅
力、優美、音樂與電影， 所以我們想做這事喚起人們對哥
哥的淡淡回憶。」

■鄭敬基在銅鑼灣取景時很受歡迎
鄭敬基在銅鑼灣取景時很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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