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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鄭中基（Ronald）5 場《ONE MORE TIME 世界巡迴演唱會》前晚順利於紅館完
成演出。電影《龍咁威》的組合李璨琛、張達明及谷德昭任嘉賓，更宣佈今年將開拍電影《龍咁威 3》，不過 4

尾場宣佈
開拍《龍咁威 3》

率主創逗利是

子笑稱仍欠資金開拍，要搞眾籌，下台向觀眾索利是。

最後一場的Ronald笑言心情麻麻，因
為見到大家都放假，但他就要唱

歌，不過見到觀眾熱烈反應都好高興，惟
有唱歌當放假。不少圈中人包括梁詠琪、
姜皓文、胡楓、莊思敏、張新悅等均有入
場支持。
音樂人陳少琪的女兒陳明憙繼續做首位
表演嘉賓，Ronald再向對方爆料稱與陳少
琪曾同居兩年，說：「他為人很浪漫，有
一次他話要請吃飯，叫齊鮑參翅肚，點知
他突然心臟病要立即送去醫院，結果張單
是我埋，醫藥費又是我畀，但保險費就他
自己Claim，所以我都算是他半個救命恩
人。」陳明憙表示不知此事，惟有「代父
從軍」與Ronald合唱一曲《製造浪漫》。

細仔上台似甩繩馬騮
Ronald大女Emma、父親鄭東漢三代同
堂演出是演唱會亮點之一，四歲的細仔
Evan 也興奮地上台送豬仔公仔，與 Ronald及家姐抱抱，不受控的Evan在台上亂
走亂跳，要勞煩工作人員捉回他下台，
Ronald笑稱這就是細仔無法上台表演的原
因，令全場大笑。Ronald的爸爸鄭東漢表
演後也致謝兩位重量級嘉賓，第一位是他

們鄭家的家傭「謙姐」，年屆103歲的她
先後湊大鄭父和 Ronald，知道 Ronald 開
騷第一反應是問誰做嘉賓，在台下的謙姐
也很落力揮手。第二位則是94歲的Uncle
Ray，因鄭東漢17歲起就認識對方，多謝
他當年給予機會演出及上電台派歌，否則
今日他也沒機會站在台上。
尾場最後一個表演嘉賓是電影《龍咁
威》的組合李璨琛、張達明及谷德昭，他
們與 Ronald 輪流向觀眾拜年，Ronald 更
宣佈今年將開拍電影《龍咁威》第三集，
谷德昭笑指台前幕後人員都有齊，只是獨
欠劇本，詢問觀眾想看什麼題材，又重提
Ronald扮女人拍《警訊》，取笑他雙腳已
變成蓮藕腳。Ronald就大爆當年李璨琛猜
輸包剪揼後要瀨朱咪咪腳趾，更動用多部
機器拍攝真實反應。除了欠劇本外，他們
四人笑稱仍欠資金開拍，要搞眾籌就下台
向觀眾大唱《財神到》索取利是。

賴》為演唱會完美落幕。
慶功宴上，Ronald預計《龍咁威3》將
會於8月開拍，在2020年賀歲期上映，他
說：「劇本其實已有，但導演（谷德昭）
要我減磅，想我瘦到一支柴，他話我對腳
要用來搵食的。」
Ronald又透露會以原班人馬拍攝，也會
加入新血，已經聯絡好羅家英、鄧麗欣，
但詳細情況要等谷德昭公佈。
提到今次演唱會少唱自己的歌，Ronald
解釋要配合演唱會主題，也想多唱之前未
唱過的歌。對於「三代同堂」表演環節，
Ronald對女兒不怯場感驚訝，但不會刻意

訓練她做童星。笑指有沒有分
歌酬給女兒時，他笑道：「我們
好慳的，每日一粒糖她就好開心，
暑假做美加巡迴演出時，她放假都可以
一起去。」
另外，梁漢文和方力申日前做嘉賓時提
議做正牌《美女廚房》，甚至是《美男廚
房》，ViuTV隨即表態已準備就緒，歡迎
他們上電視台做主持。Ronald笑道：「可
能他們搞錯了，我們意思是在自己的專頁
『TViuB』度搞，專頁雖然未有內容，但
已經由過百人讚好，不過我們都可以傾吓
合作，轉播都可以的。」

集資

未拍已被導演要求減磅
安歌環節，Ronald繼續讓觀眾點唱並送
紀念T恤，他再次多謝太太余思敏對他一
直以來的支持，也想不到短時間內可以再
踏紅館開騷，最後 Ronald 獻唱金曲《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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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雲來勢洶洶似猛獸 何遠東笑言怕被非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湯怡、何遠東有份參與賀歲電影
《廉政風雲 煙幕》上映至
今，反應不俗，累積票房
已近二千萬，兩位演
員昨日到銅鑼灣戲
院謝票，除了與
觀眾交流合
照，並祝賀
大家豬年
快樂。
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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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同門兄弟賀新歲

袁澧林呻感情無着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凌文
龍 、 袁 澧 林 （Angela） 、 胡 子 彤
（Tony）、胡卓希（Jason）及游學修
一起向大家拜年，祝大家新年快樂、身
體健康、 心想事成及新年進步，並大
談新年大計。
凌文龍表示新一年希望家人身體健
康、平平安安，身邊朋友和自己快樂，
做到自己鍾意做的事，最重要開心。談
到豬年大計，他透露目前有幾個工作洽
談中，又會演出幾個舞台劇，及現在正
拍一齣電視劇，電影方面也有接洽。說
到他只工作不拍拖？他笑說：「我女仔
朋友太多喇……我都好想好似 Angela
咁，咁多人追佢，（可主動追人？）我
太內斂。」他謂感情雖未有着落，但都
開心的，工作上能有更多不同嘗試。
Angela笑言新年願望是隨心所欲，好
希望今年可以拍多些好戲，因自己是事
業心好重的人。身旁的胡子彤就語帶雙
關說：「睇得出！（着到咁密都睇
到？）有啲嘢係深藏不露嘛！我哋知道
嘅。」有「文青女神」稱號的Angela，
大呻拍戲經常飾演別人的女朋友，但現
實中感情卻未有着落，問到可有追求
者？她即忍不住笑道：「都有人接觸

吓，但又唔可以話追，係識吓朋友，但
如果我鍾意一個人，我會主動追佢，所
以暫時都係無對象。」

胡子彤瓣數多未想結婚
Tony由運動員轉型做演員後，目標
也不少，除了想繼續多拍拍電影外，又
想今年考健身教練牌，開到一間自己的
健身房，還有開一間coffee shop，瓣數
多多的他透露去年開了一間Whisky Bar
和鐵板燒。事業穩步發展，感情方面又
如何？他開心說：「相當好，（今年有
無大突破？）大突破就係繼續拍拖去旅
行，因為今年女友（歐鎧淳）參加奧
運，今年要到一定達標至得，會全力支
持佢，佢一達標我們就可能多啲時間去
旅行。（不是多啲時間可結婚？）
唔……大家都努力事業上。（開幾多間
舖頭才可娶女友？）開唔到舖頭都可以
考慮娶女友，但我要工作去到某個位或
獲得肯定，父母安心先，都係屋企人為
先。（閃婚？）暫時唔會，我係幾有計
劃啲人。」
Jason 笑言都想以 Tony 為目
標，像對方般健碩。大方透
露已有另一半的他，

怡和何遠東喜見自己成為2千萬演
員 ， 何 遠 東 更 自 封 為 「2 千 萬
東」，笑言內地票房可能會過億，
邁向做「億東」，「億東」好大集
團，個「朶」更響。湯怡承諾會更
努力謝票，又指同片的陳家樂也想
現身，可是正在廈門開工，之前家
樂返港時已請親友睇戲，但好想同
我們一齊宣傳，何遠東裝作不滿
說：「他在社交平台留言好掛住
我，好想一齊參與，但回來時又沒
有找我，也沒法子，他現在一年搵
十年錢，在內地拍緊大製作，最好
帶埋我們上去。」
有指何遠東在片中角色突出，備
受讚賞，他謂：「拍時沒想太多，

可能我戲中名字太易記，劉青雲為
我創作了幾個名，搞到個名不停出
現，最經典一幕是他衝過來，我下
意識覺得他似猛獸，我即刻撳住個
乳頭。（驚給他非禮？）好驚，身
體是最重要，講講下好似很重味
道，哈哈。」
至於湯怡被指戲份少沒發揮，她
稱：「不可這樣說，最緊要可以參
與學習，希望有續集時，我不想再
坐寫字樓，想出去作戰。」何遠東
就想有爆破及多些動作場面，問到
他應付動作可需訓練？他笑謂：
「我是動作演員，被打為主，其實
我是鍾意林嘉欣，續集發展要同青
雲拗手瓜，今次在片中經常同青雲

■湯怡和何遠東喜見自己成為 2
千萬演員。
作對，一定關林嘉欣事，拍戲時我
都『牛咁眼』偷望林嘉欣，如果不
成功，可以同湯怡一齊。」
湯怡即作出反應：「我會想同陳
家樂先，不過同何遠東都開心，他
是動作演員。」何聞言大講三級笑
話：「你想做什麼動作，其實我從
來沒試過演第三者。」

父母來港度歲 張曦雯否認拍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張曦雯（Kelly）與何廣沛
昨日到將軍澳出席開年活動，
二人並為醒獅點睛，又跟粉絲
玩遊戲，幫粉絲穿韓服。
豬年第一日開工的 Kelly，
透露今個新年有假放，最開心
是父母由美國返港陪她：「父
母對上一次喺香港過年係十幾
年移民前，都有帶佢哋去食煲
仔飯同打邊爐，爸爸今個月尾
至走，但媽咪過兩日就返去美
國，因為細佬仲喺嗰邊讀緊大
學。」之前盛傳 Kelly 有一位富
貴圈外男友， 問到她可有帶男

表示女友是圈外人，大家已拍拖兩
年，好支持和理解他在娛樂圈發
展。Jason慶幸女友好理解，但都一
定要備案，是雙方的尊重，不過至
今他都未拍過好親熱的戲：「只拍
過啜啜，再進一步就期待緊，始
終係愛情上面會出現啲情節， 啱
啱拍一部劇都有除衫，正確講係
最後着返件衫嗰一下。（想要
埋中間過程？）中間過程係好
需要學習，因為唔知道點
拍，所以都係一個好好經
驗，其實係期待緊下一部
電影，可唔可以叫古老
香港文
闆（古天樂）開套戲
匯報訊（記
畀我，中間加插呢
者 李思穎）
啲。」
伍 樂 怡 （Kel場地提供：
ly） 昨 日 出 席 會
名廚
展的婚紗展，並帶
領一眾模特兒穿上多
款婚紗行騷。首次參與
婚紗騷的Kelly表現帶點生
硬，又經常撥弄長髮，顯得
不甚自然，而壓軸出場的低胸
婚紗就最性感，露出「事業
線」，現場吸引不少「龍友」

友見父母？她即否認有男友：
「我冇男友，一講起就想喊，家
人都冇問。」
活動上，Kelly 即場獻唱《我
只在乎你》及《分分鐘需要
你》，她表示今次是第二次公開
獻唱，之前跟鄧小巧學唱歌，上
了廿堂。問到小巧是否免費教她
唱歌？Kelly 稱不是，只收友情
價。
何廣沛表示新劇《黃金有罪》
已煞科，現忙於操fit，準備稍後
和龔嘉欣去夏威夷拍旅遊節目
《3 日 2 夜》，問到可要着泳褲
出鏡？ 他笑言未買泳褲， 平時

■張曦雯

■何廣沛

去游水都是着平腳褲，未着過三
角褲。至於會否問緋聞女友朱晨
麗的意見？ 他笑說：「問吓佢
啦，反而要問吓郭子豪意見，因
佢有這方面嘅經驗，（新年有冇
帶朱朱返屋企拜年？）冇呀，聽
講佢返咗鄉下。」

伍樂怡首行婚紗騷
拍照。
Kelly表示：「首次穿婚紗行
騷，經常撥頭髮是想擺出更靚
甫士，後來發覺太多，（性感
上陣？）也不是太性感，事前
已知道不會太露肉，可以接
受。」初次穿上婚紗戴皇冠，
她謂：「感覺猶如公主，從未
試過這裝扮，覺得很特別，也
幻想將來婚紗以純白色優雅為
主，（會否親自設計嫁衣？）
我又驚未到這個水準，都見過
一些圖樣有心水款式，但距離

結婚尚有很遠。」
Kelly自言現在是單身，時近
情人節也沒人相約：「入行後
跟前男友分手，單身了一年，
情人節都要開工無人約，（恨
拍拖？）順其自然，目前工作
是主持一些綜藝節目，又搞網
店做滑浪產品生意，從中增值
自己，感覺很享受和有挑戰
性，（專心做事業型女性，暫
時不拍拖？）感情事順其自
然，不會刻意物色對象，一切
看緣分。」

■伍樂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