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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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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面唱將猜猜
猜》第三季。日
前 ， 節目播出最後
一集，
一集
， 同時亦揭開
佢神秘面紗。
佢神秘面紗
。

基仔讚值得擁有更多機會

泳兒憶失聲落淚
兒在上一集節目入面，以「一枝花仙子」
泳造型一出場，就被網民話係「得罪造型

師」系列。不過當佢同胡夏合唱完《你不知道的
事》後，即獲得猜評團一致好評，佢仲即場模
仿鄧麗君、孫燕姿同王菲的歌聲，以唔同的
發音方式充分展露出佢嘅嗓音天賦，巫啟
賢同鍾鎮濤都忍唔住大讚：「太厲害
了！」
剛播出的一集，「一枝花仙
子」泳兒就翻唱內地創作女
歌手陳粒的《易燃易爆
炸》。Vincy 於 節 目
上大晒唱功，真
假音轉換遊刃
有餘，把聲
一時溫
■馬德鐘大玩

柔、一時厚實，剛柔並重。唱到高潮位時，爆發
力極強，猜評團之一的古巨基話：「她的 Live
永遠都這麼好！」巫啟賢亦大讚 Vincy「變化莫
測」；吳青峰直頭話佢係「原唱摧毀機」，「讓
原唱的陳粒壓力很大。」

曾想放棄當歌手
唱完歌後，猜評團之一的古巨基就問 Vincy：
「你曾經有一段時間停了你的音樂工作？」Vincy 就話有一年時間失聲，「因為家裡有事發
生，壓力很大，突然唱不了歌，就連說話也很辛
苦。真的有想過放棄當歌手。但我真的非常喜歡
唱歌，我想盡很多不同的方法去醫治自己的聲
帶。就真的這麼巧，今（去）年剛好遇到這個節
目之前，我的聲帶剛剛癒合了，還可以在舞台上
唱歌，所以我特別感動。」

濕身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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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開面具後，Vincy 話香港朋友對佢比較熟
悉，在街上見到都會同佢講好鍾意聽她的歌，
「但是這個讚美在我失聲的那一刻，對我來說是
非常的心如刀割，因為我可能再沒有辦法唱歌
了。」之後仲忍唔住喊了出來。「所以非常非常
感謝這個舞台給我這個機會，讓大家可以去認識
我。」基仔亦有感而發，仲眼紅紅咁同 Vincy
講：「你真的很好，很努力，你值得擁有更多的
機會。」場面感人。
之後，Vincy 仲邀請基仔上台同佢一齊合
唱他的經典歌《愛與誠》，掀起全場高
潮。另外，蒙面唱將同猜評團的
「歌曲接龍」K 歌比賽中，基仔
亦代表猜評團參賽，又唱又
跳，古靈精怪，佢為觀眾
帶來唔少歡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馬德鐘昨日拍攝鐘錶品牌廣告，他演
出時要脫去外套，僅穿白色 T 恤大玩濕身
誘惑，馬神帶笑說：「這對我來說已經很大挑
戰，一向也是穿西裝拍攝，甚少要這造型，我即刻
想起林峯的甫士！」要跟他鬥「chok」？馬神笑答：
「是呀！Let's get wet！」
不過馬神坦言沒因此特別去操肌做準備，都是跟平日一樣運
動保持體態，當讚他體形很有線條，他表示現在自己是較瘦一
點，畢竟從前太過肥仔。至於今次接拍廣告的酬勞，他直言有 7 位
數字，雖然廣告是他當視帝前已接下，但老闆娘亦將酬金重新調
整，成為視帝至今，他也多接了不少工作，身價同樣提升了一
點。問到太太和兒子怎樣跟他慶祝？馬神指兒子剛巧放假
回港，親自炮製了朱古力蛋糕祝賀他，即使賣相一般，
仍感受到兒子的一份心意暖在心頭。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焯羚）
新光中國戲曲文化主
辦，鍾景輝博士為藝術顧
問， 張之珏導演 ，惠英
紅、滕麗名、 譚偉權、辛偉強
主演的《玻璃動物園》已經在新光
戲院大劇場公演，從上月 29 日首演開
始，不少明星藝人名人去捧場，元旦夜有
伍衛國、文雪兒、馬偉明等現身新光，伍衛
國笑言自己深居簡出，若不是張之珏邀請不會出
動。不少觀眾要求同他合照，還有文雪兒也特別來
捧場。相信至7號也會有圈中人來捧場。

關係，一直都演壞人角色，但他卻不怕
被定型，如有導演賞識找他做英雄，相
信自己也能勝任做個壞蛋英雄。
朱紫嬈獲頒「共鳴靚聲專輯」獎項，
她表示相當高興，因這專輯是繼她初出
道新人碟加印後第二次有好成績可以加
印，而這次是改編陳百強歌曲，加入爵
士音樂元素翻唱的 Hi-Fi碟，獲好成績她
已慶祝，掏腰包請老闆及負責錄音和混
音的葉振棠吃火鍋，老闆更答應為她製
作成黑膠唱片推出。不過朱紫嬈卻從
2018 年尾跨年病到昨日仍未痊癒，連講
說話也有點走音，故昨日上台唱歌也要
就住只能細細聲唱。

■Julio 透露日
內會與弟弟 Dino
到雲南西雙版納演
出 一 部 警 匪
片，朱紫嬈獲
頒「共鳴靚
聲專輯」獎
項。

鄭伊健 GIGI 默契不斷
香港文匯報訊 鄭伊健與馬黎
珈而（GIGI）早前接受電台訪
問，二人再相見異口同聲表示，
大家沒有大改變，不過就比以前
成熟許多，GIGI笑言，以前他們
的性格差不多，是不善於自我表
達，又不懂處理事情，有很多事
也放在心中，她覺得伊健是一個
外表漫不經意，但內在卻十分努
力，是默默耕耘一族的人，可能
他們均屬天秤座，比較內斂及文
靜 ， 伊 健 笑 說 ： 「 佢 同 阿 YO
（蒙嘉慧）又熟！」現在他們均
有自己的幸福家庭，GIGI覺得幸
福其實很簡單，只要懂得感恩及
容易滿足，幸福之門便會為你打
開！她說：「人生有起有落，有
成功有失敗，即使是落的時候也

要感恩，挫折便當是一個人生鍛
煉。」伊健亦甚為同意，他認為
做人不要太複雜！
經典電影《古惑仔》撮合了伊
健與GIGI的合作，伊健原來最難
忘 是 GIGI 當 年 的 飲 歌 《 白 恤
衫》，他更對住剛巧穿上白恤衫
的GIGI大唱：「白恤衫，因你變
耀眼……」令GIGI也忍不住大笑
起來，伊健表示，對她印象最深
是「白恤衫」，至今仍然有人記
得這首歌。他們又回想到《古惑
仔》年代，GIGI表示，她以前是
歌手身份，不過在戲中她的造型
打扮十分前衛，經常穿上性感超
短裙仔，她笑說：「我曾經心諗
咁點算呀！不過有伊健頂住，有
佢就有最佳出品。」伊健覺得他

經海滴翻譯改編自田納西·威廉斯的原著《玻璃動物
園》，故事背景來到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北角一個單
親家庭。北角有一家地道上海人溫太太一家 ，溫太太
經歷過無情戰火，丈夫離她而去，生活的重點只能寄
望在一對兒女身上。但女兒腳有殘障，內向自卑，終
日沉醉在美麗但易碎的玻璃動物園世界中，以致已屆
適婚之齡，仍然從未戀愛過。而醉心幻想和創作的兒
子面對營營役役的生活，內心充滿矛盾、掙扎和苦
惱，一心只想逃離這個「家」，身為母親，溫太心急
如焚……海滴將故事及對白寫得很港味，觀眾看到很
有親切感，加上惠英紅、譚偉權演出夠放令套戲生色
不少，使現場反應很好。

■惠英紅、滕麗名、 譚偉權、辛
偉強演出《玻璃動物園》大受觀
眾歡迎。

Soler 攞至尊歌手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麵包台
三地聯頒音樂頒獎禮昨日舉行，出席歌
手有 Soler、小肥、朱紫嬈及陳嘉茵等，
其中 Soler 獲「共鳴至尊歌手」，但只得
哥哥 Julio，他透露弟弟 Dino 在加拿大照
顧子女未能回來領獎。問他成為至尊歌
手會否覺得已升上了神枱？Julio 笑答：
「感覺唞不到氣，空氣太薄，而且有點
孤獨！」是否已經接受了？他笑謂：
「慢慢適應，像去爬山也一樣，我一直
都是腳踏實地的！」
Julio 透露日內會與弟弟 Dino 到雲南西
雙版納演出一部警匪片，二人同演壞蛋
角色，有槍戰動作演出，他指由於長相

文雪兒伍衛國
捧《玻璃動物園》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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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合作很有默契，在拍戲期間
大家有不少經歷，GIGI一向有畏
高，但卻要在簷篷高處一躍而
下，GIGI笑言初時以為有替身，

但原來埋位便要親身跳下，有次
她便受了傷。雖然他們不時相
見，但在節目中二人說到雞啄唔
斷，朋友這份情誼常在心中！

■馬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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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喜劇之王》
預告曝光

香港文匯報訊 時隔 20 年重回小人物喜劇，由周星馳
執導的《新喜劇之王》，將會延續《喜劇之王》喜感勵志的
精髓，全面展示小人物努力追夢的勵志故事，2019 大年初一，
敬請期待《新喜劇之王》！
昨日上午，官方發佈了一張喜感十足的手繪卡通九宮格海報，海
報上一個個造型各異的角色瞪大眼睛張大嘴巴，提出同一個問題：
「誰將成為新喜劇之王？」當晚，《新喜劇之王》的首款預告終於曝
光：預告開篇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誰會成為下一個喜劇之王？接下
來，眾多小人物輪番登場，通過各種誇張搞笑的演出「競逐」這個「有
前途的職業」，一句句勵志台詞讓人在哈哈大笑的同時也被點燃心中的
一腔熱血： 「臨時演員都係演員。」「你要相信你是最好的，不是第二
第三，你就是第一！」
「預告都是小人物，這很周星
馳！」的確，預告中的每一位小
■周星馳
人物都像 20 年前周星馳飾演的
尹天仇一樣，被漠視、被看
扁、被打壓，但依然堅持不懈
地在追夢的道路上奔跑着，
即使灰頭土臉衣不蔽體，也
依然堅持着自己的夢想，
相信自己是最好的。這
就是 2019 年所有人都
需要的精神，也正
是「努力奮鬥」
這四個字最好
的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