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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大師阮大勇即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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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暌違十載，鍾鎮濤（B 哥哥）將於
11 月 24、25 日再度踏上紅館開騷，舉行鍾鎮濤《故事繼續》演唱
會 ，昨日在記者會上公佈詳情，B 哥哥更首度演繹《故事繼續》
2018 改編版，台上自彈自唱悠然自得。他更預告兩個女兒鍾懿與
鍾幗都會是台上嘉賓，B 哥哥經驗所得，為免大家到時偏重照
顧「得寵」的女兒，他已申請定一位化妝師隨身，
不然連汗都沒人幫他印！

囡囡做嘉賓

11 月
紅館開騷
搵埋偉仔撐？

鍾鎮濤預「失寵
失寵」
」
現場請來插畫大師阮大勇即場為B
哥哥速畫人像，B 哥哥又唱出

《故事繼續》2018改編版，他有感而
發說：「有一年元旦在梁朝偉家中開
派對，大家都很開心，唯是我處於低
潮，心有不快，遂拉了個朋友出露台
寫了這首歌，歌詞很有正能量，雖然
陷於低處，但我副偈仍然好勁，首歌
便是這樣寫出來。」
B 哥哥在圈中人緣甚廣，不少好
友都話來撐場，他笑言：「分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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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哥哥自彈自唱悠然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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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開戲前把握暑假

■田蕊妮

■鄭俊弘擔任一日店長，現場有近百歌迷到
場支持。

Fred 笑稱第一次做收銀不會找贖，會收整
數不找零錢。
提到女友何雁詩表示會買廿張唱片支
持，Fred 希望她會分開買，Fred 說：「當
然不是去 20 個不同地方買，但分散買可以
保持到銷量和銷售榜。」新唱片推出反應不
俗，Fred 稱未知公司會否加印，但稍後會
開簽唱會造勢，因下月中要入劇組開工，只
能把握個多月時間去做宣傳。MV 方面，
Fred 透露仍有一隻 MV 未拍，另一首新歌
MV《雲彩》就未出街，他說：「《雲彩》
是幫慈善機構寫，打算送給一班孤兒，之前
我們去緬甸拍 MV，也助養了三位小朋友，
現在都很想返去再見他們。」

街》，劇中他演唐人街大佬，會
有連場動作，幾乎每位演員都會
跟他對打。他指之前拍劉德華監
製的《掃毒 2 天地對決》也是在
泰國拍外景，亦知道不少大製作
也到當地取景，而上次感覺食、
住及拍攝環境均不錯，只是天氣
熱一點，即使常流汗也是好事，
可以令自己瘦一點。

B 哥哥的大女和兒子都會專程返
港支持爸爸，溫拿亦是不可缺的表
演嘉賓，B 哥哥笑說：「最擔心成
班兄弟唱到不願走要超時，不過譚
詠麟（阿倫）是老闆之一，他肯畀
錢，我唱到 12 點都無問題，到時阿
倫會睇實，見好就收。」
B 哥哥會獻唱多首經典歌，包括
梁朝偉的《你是如此難以忘記》和
張國榮的《由零開始》，問他會否
邀請偉仔做嘉賓？B 哥哥謂：「會
請他來睇騷，上台怕他很大壓力，
我自己上台都有壓力喇，況且會有
一大班老友都到場，到時可以一齊
玩。」
B 哥哥表示十月開始「閉關」，
會行山練體力，這段時間好好照顧
身體，笑言女兒得 13 歲，有大把體
力，無須操練。

上，以純港片姿態斬獲
三大獎項，包括「年度
優秀電影」及打入「
十大華語電影」，女主
角周秀娜（Chrissie ) 更
憑《29 + 1》榮獲「年

，周
員」
■獲得「 年度女演員」
。
興奮
秀娜感到既意外又

張國強去泰國拍攝讚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張國強（KK)、麥家瑜及黃允財
昨日出席慈善活動發佈會，他指
近年都多參與慈善活動，今次除
了唱歌表演，還要玩拔河大賽籌
款，他笑言幸好自己體力尚未衰
退，加上平日他都有踢波、跑步
和跳繩 keep fit。KK 表示年底將
到泰國拍攝無綫新劇《曼谷唐人

跟溫拿表演 擔心超時

■ 鎮宇即將會開
拍兩部電影。
拍兩部電影
。

鄭俊弘做收銀不懂找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日前推出
新唱片的鄭俊弘（Fred）昨日到唱片店客串
做一日店長，吸引大批歌迷來排隊買新碟，

邊，免得到時無人幫我印汗。」

周秀娜憑《29 + 1》封后
香港文匯報訊 由彭
秀慧原著並執導的
《29 + 1》前晚於寧波
慈溪市體育館舉行之第
六屆海峽兩岸三地《十
大華語電影盛典 》

吳鎮宇享受親子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吳鎮宇昨日為 ViuTV節目《大星講》擔任嘉賓，說到他有份演出的
電影《逆流大叔》贏得票房和口碑，鎮宇謙稱比上
不足比下有餘，最大得着是多了不少訪問機會。
有指《逆》片導演陳詠燊有意原班人馬開拍另一
題材電影，鎮宇表示：「沒有聽聞，但有同導演講
過這個故事不可以延續，有些人不收得都會厚顏無
恥拍續集，現在趁有些觀眾緣，可以拍另一樣題
材，一切待導演寫完劇本再算。」
鎮宇即將會開拍兩部電影，之前他把握暑假時間
跟囝囝Feynman享受親子樂，他說：「同囝囝一起
上音樂堂，太太就帶他學空手道，希望囝囝可以更
務實，原本一對一，後來報了政府機構，成班人一
起玩，希望他提起興趣，學完空手道便請他食雪
糕，可能他是為了這杯雪糕，其實運動精神好緊
要，令人質素改善，雪糕只是獎勵，但個人質素要
培育才會增長。」

事交給主辦負責。」他配合這次個
唱會推出新專輯《To Bee Continue》 ， 屆 時 會 唱 出 新 專 輯 一 些 歌
曲，當中少不了他和女兒鍾懿合唱
的新歌《不忘初心》，B 哥哥謂：
「自己也是由唱廣東歌開始，與鍾
懿一齊唱是有傳承之意，可以共同
推動廣東歌，細女鍾幗也會上台唱
歌，不過每次同女兒同台，大家都
好錫鍾懿走近她身邊照顧，我就無
晒助手，所以已申請定化妝師在旁

■張國強

度女演員」殊榮，與
《血觀音》的惠英紅雙
雙封后。
當晚 Chrissie 身披性
感晚裝戰衣現身參加頒
獎禮，當大會宣佈她獲
得「年度女演員」時，
Chrissie 感到既意外又
興奮。今次《29 + 1》
在頒獎禮上連獲三個獎
項，身在現場的 Chrissie 真的百感交集，因
為《29 + 1》實在帶給
她無限回憶，也讓她成
長起來，「其實我最開
心嘅係《29 + 1》由最
初嘅百幾部電影入面，
入到十大華語電影嘅其
中一部，聽到宣佈時真
係好開心，好戥成個團
隊高興；同埋呢部戲除
咗香港有好成績外，好
多唔同地方嘅觀眾都鍾
意呢部戲，《29 + 1》
帶咗我去好多地方，畀
咗更加多嘅人去認識我
嘅作品。」

錄新歌憶亡母

阿田喊到聲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田蕊妮
（阿田）昨日到電台宣傳新歌《兩口子》，
預計今年底會推出發燒碟，當中包括三首新
歌，不過錄製過程頗慢，原因是其中一首由
林若寧填詞的新歌，寫出與媽媽的相處感
受，令阿田憶起亡母，所以她必須要衝破心
理關口，希望順利把歌曲完成。
阿田說：「這首關於媽媽歌曲仍未錄好，
我太過投入，因為是從女兒角度去講媽媽，
雖然我未做媽媽，但最後幾年都貼身照顧
她，關係很密切，令我明白做媽媽有幾大
愛、無私和偉大，當初收到歌詞見到頭三句
已忍不住爆喊，情緒不受控，上次錄音時喊
到聲爛，希望下次一氣呵成錄完，始終是發
燒碟，想做到原汁原味。」
近日阿田忙於籌備新綜藝節目，暫名是
《女人 40》，共有十集，她表示：「內容
講到女人踏入 40 後要面對的問題，以半真
人騷形式，自己擔任主持外，有份同公司一
齊邀請嘉賓，參與內容構思，我真的很有才
華，哈哈。」本月底 41 歲生日的她，已準
備跟老公和一班朋友到泰國旅行慶祝，玩過
痛快。

蘇志威搵現役騎師做模特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由
蘇志威禮服品牌主辦的慈善時裝騷
昨晚舉行，今次最特別請來三位現
役騎師，包括潘頓、郭能和史卓豐
客串做模特兒，蘇老闆稱藉此證明
禮服或西裝並非身材高男士才穿得
好看，像騎師個子小的身材也可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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馭得來。
蘇志威說：「騎師給大家的印象
是細粒、輕和矮，沒想過他們會做
模特兒，我目的就是想做到任何男
士都穿得好看的西裝。」問到有否
教路騎師如何行天橋，蘇老闆笑
道：「不敢，但我有找專人指導他
們，我跳舞叻不等於行貓步叻。」
蘇老闆坦言當初市場上禮服選擇不
多，他才決定加入此門生意，結果
愈做愈大到現在推出西裝，希望有
更多選擇給顧客。提到颱風「山
竹」將至對生意有沒有影響，蘇老
闆謂影響不大，試身的可以推遲，
結婚的俗語也有云「打風打唔
甩」，始終西裝是必需品，要穿的
時候就自然要去買。另外，蘇老闆
女兒月底就到日本深造，他說：
「希望打完風、地震完後就不再發
生，女兒今次去大阪，聽聞市內問
題不大已開始回復原貌，但自己因
有頒獎禮出席未能陪女兒，太太就
會陪她一起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