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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
熊黛林（Lynn）昨日為經理人周
優根（Kim）與時裝店太子爺陳
栢熹合作的古着店開幕擔任嘉
賓，Lynn表示自己最多cocktail
dress，着過一次不再着會好浪
費，希望會有喜歡的人買回家。
談到一對孖女Kaylor 與 Lyvia，
Lynn透露愛女現9個月大，外婆
已經在教兩個孫女講說話，所以
家裡變得好嘈，但卻是很開心的
事。會否想再追孖仔？Lynn堅決
拒絕，她說：「不好了，真的攞
命，上星期她倆第一次病，媽咪

一 直 幫
手，但也睡得不安
樂，老公有時都會起身幫
手，不過他沒我這般熟手，而且
第二日他都要返工。」雖然自己
不想再生，但Lynn卻指老公會想
再有小朋友，所以還是會隨緣，
不過暫時是她怕再生。
當提到郭富城宣佈太太再度有

喜，Lynn表示恭喜對方，不過問
到她支持環保，會否將孖女的衫
轉贈城城的小朋友？Lynn尷尬答
謂：「你們不好再問我啦，這有
點為難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賀歲片
《恭喜八婆》眾演員包括陳靜、谷祖琳、徐天
佑、陳奐仁、邵音音等昨日到商場宣傳，現場與
觀眾大玩遊戲兼送禮物，騷長腿的谷祖琳透露片
中扮幼稚園教師，性感全交由陳靜負責，音音姐
也大讚陳靜身材好，嚷着替對方做身體檢查，十
分搞笑。
早前因拍戲拉傷大腿內側，又剛去完日本旅行
的陳靜，明顯比之前發福不少，她笑言自己是個
易肥易瘦的人，因為受傷無法做運動，加上喜愛
吃東西就增磅。她笑道：「我不是有孕了，已經
有姨甥被誤認是我私生女，我生不出的。」陳靜
希望在電影首映前能盡力減肥，雖然腳傷已康復
得七七八八，但仍未可以做運動。提到邵音音對
她身材甚有興趣要親自檢查，陳靜笑道：「都可
以，音音姐好可愛，她要幫我都沒所謂。」至於
增磅後要否置新裝甚至全換內衣，陳靜說：「正

好新年要買新衫，身材好在工作上的確有好處，但平時
着衫就好麻煩，希望拍出來的效果好吧。」片中飾演幼
稚園教師的小谷，賣關子表示做了很離譜的事，連她本
身是媽媽級都覺得很踩界，但拍出來效果又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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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全晚換了約十套西裝及禮服，他一輪
勁歌熱舞之後，便跟歌迷打招呼，歡迎

大家來看他第219場演出，不過回來香港站心
情好矛盾，因代表巡迴即將完結，而在香港演
出他分外緊張，他說：「感冒、頭暈、抽筋、
又扭親腰，之前幾十場都無事，現老人嘢發晒
出來，好奇怪！」
學友指前晚已是巡迴的第219場，一生共開
過800多場演唱會，他笑問有沒有粉絲還是第
一次來看自己：「我叫張學友，香港出生香港
長大，唱了34年歌，費事呃你，我57歲跳舞
都跳成這樣，真不是講笑，怪不得有人話

不看就無得再看，但如果我跳到
都會跳落去！」全場

粉絲即歡呼

予以支持。之後學友走到台邊與觀眾握手，他
笑指這是香港歌迷的優惠，但他卻因為顧着握
手而忘記歌詞！
他深情獻唱了《寂寞的男人》、《當愛變

成習慣》，之後連場歌舞唱《餓狼傳說》等勁
歌，但當獻唱《如果這都不算愛》及《我醒着
做夢》時，未知是否因感冒關係，高音部分唱
得有點肉緊以致「拆拆地」。

完成219場證自己潛能
學友又跟現場觀眾玩「Kiss Cam」遊戲，

得獎情侶獲贈有其親筆簽名兼寫上祝福語的素
描畫，而該女觀眾剛巧生日，學友即場唱生日
歌祝賀。學友問觀眾他的演唱會好不好看，其
實他覺得這樣問好冒險：「但今次我跟團隊都
出了120分努力，希望大家會喜歡之餘，同時
又可以發掘到自己潛能，有想過就快6張嘢

（60歲）還做不做到，但來到219
場就證明我係得嘅，畀

我做到一生最

想做的事，我做到了！」
於Encore環節，學友串燒13首金曲，唱第
一首《用餘生去愛》時，舞台熒幕播放學友跟
張國榮、羅文、梅艷芳、黃霑及柯受良等已故
好友的合照作致敬，之後再唱《只想一生跟你
走》、《我等到花兒也謝了》、《分手總要在
雨天》、《吻別》、《每天愛你多一些》等金
曲，到《如果．愛》音樂響起，舞台變身成嘉
年華，小丑為學友加冕完皇冠，演唱會亦正式
落幕。
騷後學友接受媒體訪問，他自認於台上說
緊張是說實話，亦因為緊張以致壓力大，免疫
系統也變差，他說：「其實對上高雄站都有少
少不舒服，今次帶着不舒服，又扭到條腰，所
以大家見不到我慣常的90度鞠躬，要盡量小
心點，因為後面尚有14場。」
學友指腰傷的情況尚可，本來打算看醫

生，但情況又向着好的方向去：「我跳舞
都OK，沒好大問題，應是緊張所
致，加上也睡得麻麻哋！」但可有
醫生駐場？學友笑說：「沒去到
這麼嚴重，但之前都有問定醫

生拿預防流感藥，有食着藥，食完有點暈暈
地，不過沒大影響。」是驚影響演出？他答
道：「當然驚，這次開的好處是做得耐做得
多，試過不同的問題，了解大概有幾大影響，
也可以控制到。」

過來人明白華仔心情
提到劉德華在演唱會中途確診流感，餘下7

場演唱會被迫腰斬，學友說：「聽到自己更加
驚，會有心理壓力，希望他快點康復，不過我
是取消演唱會最多場次的歌手，我教不到他什
麼，但好明白他的心情，站上台都是想做到最
好，做不到最好已經不開心，希望他快點好
返，一年好快啫，本來我都覺得一年時間好
長，但我做騷2年幾，眨吓眼就好快過！」
至於大女看足全場，學友

笑言愛女是其歌迷，但他決絕表示一定不讓女
兒上台，不過女兒已經看過他很多場演唱會。
問到家人有否擔心他的身體狀況？學友表示開
演唱會需要大量體力，家人都會擔心，自己會
盡力去完成，前晚首場也不算唱得太辛苦。
對於巡迴後「封咪」的傳聞？學友澄清
說：「絕對沒這樣的事，在台上都講有人問是
否看一場少一場，也不知是否主辦自己放出
去。無人知明日會怎樣，但我自己真的好鍾意
在台上表演，我不鍾意退休這件事，希望可以
在不同時間發揮不同的事，之前我都不知自己
還跳得舞。」最後提到他演出時有點聲沙？學
友承認開段唱慢歌時有點聲沙：「應是剛回來
未完全開聲，音響又未調校得好，大家都要時
間適應，頭三首無事，慢歌有少少未完全控制

到，反而唱快歌就沒問題。」

無綫青春劇《救妻同學
會》今晚大結局，劇中首次擔任主
角的朱智賢（Ashley），就表示從拍劇中
獲取難得的友誼。因為拍旅遊節目《3日2夜》
而成為新一代「咪神」，雖然跟緋聞男友謝東閔是
公認的一對，但Ashley堅稱二人是好友關係，因為自己
遲入行，現在只想專注工作，其他事遲些才想，但不介意
以情侶檔搵真銀。
採訪：植毅儀／攝影：劉國權／outfits: @remember.shop
坦白講，朱智賢雖然是新
一代女神，但已經32歲比較
吃虧。她參加港姐落選而入
TVB，2016 年在 J2旅遊節
目《3日2夜》狂騷32C上
圍加長腿而人氣急升，成功
上位！
「我從小已經有想參加港

姐的夢想，以前年年港姐決
賽都會追看，幻想自己參選
的場面。但人大了反而一度
打消參選念頭，因為沒有自信，覺得自己憑什麼參選。之
後唔想自己後悔，覺得既然想了這麼多年，就決定去試。
當年自己參選時已經27歲，到了現在，我仍很佩服自己參
選港姐的勇氣，覺得有自信真的很重要。為了自己想做的
事情，就不可以害怕。」

拍劇主持皆有興趣
今次在《救妻同學會》中首次擔任主角，朱智賢演的

「米蘭」發揮空間相當大。加入娛樂圈近6年，Ashley不
時參與旅遊節目，跟做主持相反，拍劇經驗不多，小妮子
直言拍劇對她來說有難度。
「米蘭本為有錢女，但後來被綁架，有性格轉變，又有
喊戲、打鬥和綁架場面，挑戰性頗大。為了拍好打戲，我

都搵教練操過，最少打出來似模似樣。記得有一場
與袁文傑對打戲，我要攞住軍刀，很怕弄傷
他。就住就住打，NG了多次。但試完今
次，我又覺得做打女好型，都好有興趣嘗
試呢方面發展。拍《3日2夜》吸納了一
班粉絲，今次拍劇又吸納了另一批粉
絲，自己兩方面發展都有興趣。拍劇與
做主持不同，本身習慣對方講完對白就
即刻接下一句，對方一收口我就要說
話，但拍劇的說話節奏好重要，我要慢慢
學習。」Ashley與「巨聲幫」的闊少謝東
閔傳緋聞，早前Ashley與謝東閔一齊出席倒
數活動，齊齊搵真銀。說到這段緋聞，Ashley

堅稱雙方是朋友，但不介意借用緋聞孖住搵真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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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腰傷抱恙上陣 港騷分外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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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A CLAS-

SIC TOUR學友‧經典》巡迴演唱會終點站香

港站，一連15場前晚於紅館開鑼，張學友雖

然帶着感冒和腰傷演出，但他並沒留力，繼

續在台上傾情演唱，連18歲女兒瑤華都儼如

粉絲，全晚揮動熒光

棒又跟着和唱十分投

入。近日盛傳學友於

巡迴後「封咪」，完

騷後學友表明絕對不

是，自己好鍾意在台

上表演，唔鍾意退休

這件事！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天團BIGBANG成
員勝利昨晚在港舉行個人巡演《~THE
SEUNGRI SHOW~》香港場，昨早他先
到銅鑼灣一商場出席活動，吸引逾千名粉
絲到場支持，場面墟冚。勝利以廣東話、
英文及普通話向觀眾打招呼，又提早向港
迷賀新年，用毛筆即席揮毫為大家送上
「福」字揮春應節。
席間，勝利談及時間分配之道，透露身
兼藝人跟CEO兩職的他不喜歡休息，希
望有更多時間留予工作及粉絲。他又特別
提到他時隔五年再次以專輯《The Great
Seungri》回歸的心情，他笑說哥哥們不
在身邊進行活動時，他可以隨心所欲地發
言，所以感覺很自由，即時惹來台下爆
笑。勝利也有分享有關其拉麵店的創業故
事，問他會
否 來 港 開
店？勝利直
言：「香港
租 很 貴
呀 ！ 」 另
外，勝利又
表示將會與
祖兒合作，
但詳情暫不
透露。

難在港開店 勝利：租很貴 ■■朱智賢演的米蘭朱智賢演的米蘭
發揮空間大發揮空間大。。

■朱智賢很佩服
自己當年參選
港姐的勇氣。

■謝東閔與
朱智賢被視為一
對。資料圖

片

■■邵音音稱要替陳靜做身體檢查邵音音稱要替陳靜做身體檢查。。

■■學友前晚再強學友前晚再強
調無意封咪調無意封咪。。

■原來學友之前扭傷腰。

■■學友全晚換了約十套西裝及禮服學友全晚換了約十套西裝及禮服。。

■■熊黛林熊黛林

■■學友在台上學友在台上
傾情演出傾情演出。。

■■雖然身體不適雖然身體不適，，但學友表現未受影響但學友表現未受影響。。

■■勝利向港迷拜早年勝利向港迷拜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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