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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許茹芸前日在北京
舉行全新大碟《綻放的綻放的綻
放》發片記者會，她穿上一襲銀色
褲裝現身。
在新專輯中有合作的徐佳瑩、陳

建騏、火星電台，以及圈內好友小
S、張韶涵、吳青峰、郁可唯，也
紛紛透過影片送來祝福。而首次合
作的徐佳瑩正值新婚，是位新手人
妻，主持人打趣問有4年人妻資歷
的許茹芸是否有馭夫術可以傳授？
許茹芸回說：「每對夫妻肯定都有
他們相處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相
互尊重，相互付出，就是最終極的
相處之道。」
另許茹芸透露除最近忙於全

新專輯的發行與演唱會綵排，
對於明日將在上海舉辦演唱
會，她感到緊張又興奮。她也
透露了演唱會的彩蛋，表示會
翻唱幾首大家意想不到在不同
世代中具有特殊意義的歌曲。
而昨日是許茹芸生日，歌迷

與唱片公司精心安排，提前在
記者會上為許茹芸慶生。歌迷
們大聲唱着生日快樂並送上蛋
糕，唱片公司則準備了一份特

別的禮物，許茹芸看見禮物大笑出
來，原來是老公「Mr. Big」的人型
陪睡枕！唱片公司高層說：「今年
讓Valen（許茹芸）很忙碌，又出
專輯又要辦演唱會，讓她跟老公分
別太久，所以我們送上一個隨身攜
帶的老公陪她。」，主持人問新禮
物是否舒服？許茹芸笑着說：「感
覺這個攜帶型的老公觸感很不錯，
很柔軟又舒服。」這次新專輯的發
片日訂在許茹芸的生日，她看到歌
迷一路的支持，公司除了數位發行
外，還特別花心思設計了別出心裁
的實體唱片，是她今年收到最棒、
最貼心的生日禮物。

因工作常與老公分隔異地
許茹芸獲贈Mr. Big人形抱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劉
心悠與林穎彤（Bella）咋日拍攝護
膚品廣告，心悠表示剛從台灣回
港，但因當地天氣不穩經常下雨，
以致她皮膚敏感。而昨日大會公佈
她擔任代言人已有十年，
心悠表現驚訝說：「Oh
My God！ 已 經 10 年
了！我還以為是8、9
年，沒想到已踏入雙
位數。」酬勞會否
也倍增？她笑言這
方面交由經理人處
理，會有一定的默
契。
心悠的護膚心得是注

重飲食及充足睡眠，之
前拍《深宮計》時試過
有兩、三天沒睡，皮膚明
顯變差，故此也佩服拍七
八十集長劇的演員，上鏡
的狀態依然保持得到。心

悠亦拍過爆紅的內地劇《步步驚
心》，也有想挑戰拍長劇，最近她
犧牲睡覺時間追看《如懿傳》和
《延禧攻略》，她表示要是用自己
語言去拍，壓力應該不會太大，所

以

以真想去挑戰一下！
林穎彤昨日穿緊身裙拍
廣告，騷出23吋纖腰，
她坦言大個女減了點Ba-
by Fat，而目前是人生最
瘦的階段，她能與女
神心悠BB合作，自己
也很開心，更會視對
方為目標，做個又靚又
瘦的女人。Bella一向擁
有童顏，但她則想告別
妹妹角色，不過行性感
還需要再浸淫，所以現
會專注練歌和台風方
面，不想再被網友取笑
她運氣唱歌要深蹲的姿
勢。

劉心悠想挑戰拍長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鄭秀文（Sam-
mi）昨日出席銅鑼灣時代廣場的「米奇90周年
展覽」開幕活動。童心大爆發地繑着米奇的手不
斷仿效其招牌飛吻和歡迎動作，又跟米奇玩親
親。Sammi笑言一向都有童心，但的確被米奇撩
動得更多，因米奇真的很有活力、給人充滿希望
的感覺，並希望大會能送她一個米奇老鼠公仔。
問Sammi會否在迪士尼樂園補辦婚禮，到時

可再親親米奇？Sammi謂：「暫時冇呢個考慮，
喺迪士尼搞婚禮係一個美好回憶，因為好多新娘
都鍾意米奇老鼠。」Sammi被笑指是否因為鍾意
「老鼠安」（老公許志安花名）而獲邀請？
Sammi回應：「唔關事，因為自己有童心，而且
今年係米奇90周年。（屋企隻『老鼠安』靚
啲，定係米奇老鼠更靚仔？）當然是米奇老鼠，
他還會周身彈呀，令人好開心！」
Sammi因為工作關係，所以昨早5時已經起身

做運動，她說：「平時有一個早起的習慣，如果5
點需要化妝，3點就會起身，雖然係辛苦，但係
自己講咗要做就會堅持，係自己選擇的生活。」

望大家提高環保意識
香港市民飽受超級颱風「山竹」侵

襲，影響生活，Sammi透露打風當日
自己在家，她說：「屋企露台有鐵閘攔
住，窗門也不致於太搖動，不過亦有密
切留意新聞報道，看到有很多地方受
到破壞，還有很多人受損傷。覺得香
港好多人好慘，損失好大，甚至受
傷，見到海面好多垃圾膠樽，經
過今次令大家提高環保意識，睇
到大家互愛精神，但係打風真
係好可怕，打風翌日自己都要
做嘢，普通市民慘，我坐公
司交通工具，都遇到好多
塌樹，有關當局都不停
清理。」Sammi最後不
忘補充句：「但更希望
是千萬不要再打
風，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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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mi指米奇真的很有活力、給人充滿希望
的感覺。

■■米奇米奇「「送吻送吻」」，，氹得氹得SammiSammi笑逐顏開笑逐顏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電影《黃金兄弟》昨
日於香港上映，今日亦於內地及台灣公映，監製曾志
偉、導演錢嘉樂、演員鄭伊健、謝天華及林曉峰昨日
在港走勻五間戲院謝票，答謝觀眾的支持。
對於香港首日票房報捷，觀眾又有好反應，錢嘉樂

笑言記得第一次做導演時不敢面對票房，今次本來不
緊張，但被身旁的伊健猛追問，即變得好緊張，似是
金像獎揭曉一刻一樣，伊健笑說：「所以陳小春都緊
張到無到，不敢來面對！」。嘉樂表示最要答謝曾志
偉和成龍在金錢上及其他無形的支持，也希望五兄弟
都好。
票房好是否要導演請食飯？嘉樂笑言已被大家
「屈」請食飯，這其實都是大家畀面，他指天華亦應
該請食飯，天華笑說：「大家一齊食，餸放枱面，
請，食飯！」伊健則撐天華，指天華真有請過吃飯，
總之這行都是有大食大。曾志偉此時加入受訪，他表
示對首日票房感滿意，他說：「very good！明天還要
去廣州和星馬宣傳！」問如何搞慶功？志偉笑說：
「醉囉，還有什麼方法？之前首映完去宵夜，個個飲
少少都無醒過，最後也是工人在車上叫醒我！」
之後一眾演員入戲院看觀眾反應又送海報，觀眾紛

紛表示被感動到哭了，也有不少觀眾說以前有看過
《古惑仔》，今次講兄弟情也很好看，嘉樂笑問天華

即 將 再 生 仔 定
女？觀眾都有留
意 新 聞 大 嗌 ：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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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周啟生將在11月舉行《周啟生 Elec-
tric Dreams 2018》演唱會，而在昨日的記者會上，周啟生表示早
於9個月前已開始構思演唱會的每個細節，細緻如舞台設計、燈光
等都親力親為，他笑言：「今次的工作量等於錄製了3張唱片一
樣。」不過周啟生的兒子周欣樂（Bonda）亦有參與其中擔任音樂
總監，減輕了父親的工作量。兩位跟周啟生關係密切的人物：契爺
胡楓（修哥）及好友林慕德將擔任演唱會嘉賓，二人昨日都現身力
撐，當中林慕德表示一直都好欣賞周啟生，因為對方是真的為音樂
做音樂，今次林慕德誓言要與周啟生在舞台上「隻揪」一較高下，
觀眾定必大飽耳福。至於修哥以行動支持契仔，特地調動工作前來
記者會，不過他笑言自
己對音樂很陌生，無辦
法回答對電子音樂的想
法，不過愛錫修哥的周
啟生即說：「當然會由
我們遷就他，令他唱得
開開心心！」今次個唱
部分節目收益及門券將
撥供東華三院，用以資
助支援自閉症人士服
務。

修哥以行動支持契仔周啟生

林穎彤林穎彤劉心悠劉心悠

■許茹芸對「Mr. Big」人型抱枕，愛不釋
手。

■左起：林慕德、周啟生、胡楓、葉
暐、余震東出席記招。

■曾志偉、錢嘉
樂、鄭伊健、謝天
華及林曉峰走勻五
間戲院謝票。

楊怡爆
險成殺人兇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郭晉安（安

仔）、林文龍、楊怡、袁偉豪等《再創世

紀》演員昨日到社區中心與長者們提早慶中

秋。安仔揭楊怡拍劇時曾拎錯道具，常被楊

怡嚇傻，楊怡更大爆當年拍《布衣神相》

時 ， 在 廠 內 發 悶

時，見有麻布袋

就拿起真劍周圍

篤，險害死在

旁 休 息 的 秦

煌，十分

驚險！

■林文龍(中)笑稱安仔與楊怡其實是胡楓和羅蘭姐。 ■袁偉豪(左)希望同劇一班人一齊賺外快。

一班《再創世紀》演員大玩猜燈謎遊戲兼送
禮物，林文龍更笑稱安仔與楊怡其實是修

哥胡楓和羅蘭姐，逗得一班長者開懷大笑。
雖然劇集已率先在內地播映，但安仔和楊怡都
不擔心影響香港觀眾，楊怡稱內地版有刪減，相
信看過的或未看觀眾都會追看。安仔稱因內地早
已開播，帶挈他中秋有商演機會，在旁的楊怡就
撒嬌為何不帶她同行，但其實楊怡剛從濟南商演
完回港，笑稱劇中兩公婆分頭行事去賺外快。
已被劇透在劇中慘死的安仔就笑稱可能有多個
結局，表示自己現實中很幸福，但就常被楊怡嚇
傻，說：「因為我見過她拿真的木棍扑自己個
頭，我拎道具給她才知道自己拿錯，所以大家見

楊怡拎住任何東西都好，千萬不要站在她隔
鄰。」楊怡稱當年拍《布衣神相》時，在廠內發
悶時，差點搞出人命害死秦煌，她說：「當時悶
悶哋，見有麻布袋就拿起真劍周圍篤，點知原來
秦煌在旁休息中，戲服又是有麻布，結果我有篤
到他肚腩，但好彩沒有用力去刺穿，否則就大件
事。」至於劇情中提及的證券條例與現實大有出
入，安仔表示做演員只是跟足劇本去演繹，資料
搜集方面就信任幕後，會吸收意見並作出改善。

袁偉豪不介意增磅演肥仔
袁偉豪（Ben）表示中秋將至忙於出席飯局，

除了要拜訪女友張寶兒家外，也要替好友陳山

聰慶祝生日。同樣被劇透會在劇中死去
的Ben，表示自己也是跟香港觀眾一起
追劇，他稱不少網友已在微博發佈精
華片段，還取笑他是否得罪編劇才沒
有好下場，Ben說：「我當然沒有得罪
編劇，反而要多謝他們，因為我喜歡試
不同角色，要我增磅做肥仔都可以，
太四正的反而不適合我。」
至於新劇有沒有帶挈他有商
演機會，Ben 稱國慶期間會到內地商
演，反而最希望同劇一班人一齊賺外
快，因為可以彌補開工時大家都是零
收入。

開廠太悶拿劍周圍篤開廠太悶拿劍周圍篤

■安仔揭楊
怡拍劇時曾
拎錯道具。

■■一班一班《《再創世紀再創世紀》》演演
員昨日到社區中心與長員昨日到社區中心與長
者們提早慶中秋者們提早慶中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