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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梁靜儀）《古巨基-WE 世界巡迴演
唱會香港站 PART2》第三場已於前晚順利舉行，台上基仔提
到因工作而少關心父母時，一時感觸落淚。前晚出席捧場的
有英皇主席楊受成夫婦、衛詩雅同媽媽、關智斌、麥亨利、
樂小姐同囝囝，以及黃賢誌及基仔
的父母等。完騷後基仔到後台
與英皇老闆楊受成、總監
霍汶希及演唱會幕後團
隊開香檳預祝第四場演
出成功！

歌衫太重
傷舊患
需醫師出手

基仔為事業打拚
忽略父母愧疚
■古巨基說到
為事業忽略家人
感觸落淚。
感觸落淚
。

■古巨基第三場完騷後基仔到後台與英皇總監霍汶希
及演唱會幕後團隊開香檳預祝第四場演出成功！
及演唱會幕後團隊開香檳預祝第四場演出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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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偉感謝有心人支持逾 年

生日前夕設素宴為寺院籌款

唱會有不同環節，在親情環節，基仔唱到
演《愛得太遲》時，熒幕播出基仔與家人的

對話，其中提到他曾因工作忙碌很久沒跟家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曾志
食餐飯，只能用電話聯絡，基仔眼紅紅說：
偉於每年生日前夕都會舉辦一場慈善素
「媽咪每次打畀我第一句會問：『巨基，工
宴，今年就為南京定山寺籌款，前晚素宴
作開心順利嗎？』爸爸打畀我都係關心工
筵開47席， 來支持的圈中友好包括錢小豪、
作，話聽到我把聲知我好忙，佢就可以安
鄧兆尊、歐瑞偉、張國強、朱潔儀、張慧儀及
心去瞓。」說罷即忍不住淚灑當場。
今屆金像獎專業精神獎得主劉允等。志偉透露慈
善素宴舉辦了至少15年，每年均會為不同的寺廟
呼籲大家多關心父母
籌款，目標大約五至六百萬， 最初會找有心人士買
基仔指每場唱完《愛得太
枱及現場拍賣作支持，但如今已有很多朋友主動來電
遲》都會講相同說話，目的
要留枱， 更有善長訂定明年的枱， 齊齊樂於行善，十
是希望大家多打電話關
分感謝大家支持。
心問候父母，其實父
張慧儀第二年參加慈善素宴，今年更與劇集《女人俱樂
母需要的好簡
部》演員齊買枱支持，她說：「閒來我們會聚會，每次都是
單，只希望
志偉請客，所以今次就來支持他也好應該！」朱潔儀信佛多
年，近年都有來出席慈善素宴，她坦言信佛後又愛上習畫，令
自己性格變得平靜，最近她更開始閉關繪畫，為年底舉行的畫展
作準備。她透露月底將會接拍Viu TV新劇，角色相當有挑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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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你把聲。但前晚他因為想起爸爸在電話筒講
的說話，說想聽到他把聲才安心去瞓，就比較感
觸，眼淺落淚。只要他有演唱會、演出，父母都
會去捧場，如果是電視節目父母就問幾時播映，
然後等收看。
第三場的表演嘉賓是方力申(小方)、側田、小肥
及六號等出場，小方表示他們十二年沒同台演
出，這次同台回憶都返來了，基仔說：「我哋之
前喺電視節目重組，但唔齊人，07 年我演唱會有
搵佢哋做我嘉賓。」之後大熒幕又播出當年的合
照，他們擺回當年甫士再合照，又稱希望十多廿
年後可以再影一張年老版本。側田兩個月後也開
個唱，基仔刻意畀機會他打廣告。全場反應熱
烈。

開香檳預祝演出成功

已重 80kg：「套水晶衫上面有二萬粒水晶石，
咗上身就好似陷入泥濘咁沉咗落去，拎唔起隻
腳，好似孭住個青少年唱歌、跳舞，最後一套波
鞋衫都係，因為靚，所以重都要，其實水晶
衫嗰套可以用其他石，但一係唔閃、一係重，
我哋揀咗重，比起 Part One 要更大體力去支
持。」 基仔又笑指每次完騷後都似打完
仗，第二晚完騷後因腰傷舊患隱隱痛，
為 防 萬 一 就 請 醫 師 上 門 按 摩、 順 肌
腱。問到為何不叫老婆按摩？他說:
「佢唔識按摩，平時都係我幫佢
按！佢都有問我點解識，我有
時去按摩都會感受吓個按
摩師按咩位，可能同平
時少運動有關。」

完騷後基仔到後台開香檳預祝第四場演出成
功。受訪時他表示每場演出體力消耗很大，因為
歌衫很重，出場第一套水晶衫就

■李玟

「4月之星」齊開派對慶生

另外，昨日是志偉66歲正日生日，今年他提議跟一眾「4月之星」齊
開派對慶生：「去年知道衛蘭兩姊妹和錢國偉都生日，今年也不知誰一
起參與，總之大家一齊開開心心，就交由他們去安排。 」 問他已醉了多少
場？志偉笑說：「都吃了三、四個蛋糕，昨晚也很快醉了，所以現在會跟朋
友分開慶祝，以前開大派對
二、三百人， 我一早醉了誰來
了誰走了都不知道，好像沒意
思 ！」
問他兒子曾國祥跟女友王敏奕有
什麼表示？志偉說自己又經常不在香
港，未必會正日一起慶祝，總之通常子
■今屆金像獎專業 女會突然出現給他驚喜，不用去約定。
精神獎得主劉允和 談到生日願望，志偉笑謂，也是老套一句
■ 張慧儀來
錢小豪支持志偉搞 想身體健康！還有就是行得、食得、飲得又
撐志偉。
慈善素宴。
瞓得。

四位耆英 Rap 友受歡迎

台北個唱逾萬門票 2 分鐘秒殺

李玟
「攻蛋」
創秒殺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 歌星李玟（CoCo ）睽違九年，台北二度攻蛋創秒
殺紀錄 。「LINE MUSIC 2019 李
玟 CoCo Lee 「YOU&I」 世界巡
迴演唱會」台北站於 6 月 21 日在
小巨蛋舉行，一萬一千張門票
於 4 月 13 日 中 午 啟 動 售 票
後，在 2 分鐘內旋即宣佈秒
殺，讓許多沒有搶到票的
歌迷紛紛希望再加場，
主辦單位表示：「由
於 目 前 COCO 今 年
的演唱行程已定，

會在與經紀方密切討論後續，希望
明年有機會再唱回台灣！」
而 COCO 本人在第一時間得知秒
殺消息後，既興奮又激動，紅眼眶
地表示：「聽到秒殺消息，真的很
開心感動！因為先前申請小巨蛋經
歷很多挫折，有一段時間都沒有回
應，感到很沮喪，因為我真的很想
在這個舞台上面唱歌給大家聽！我
其實很擔心我這麼久沒發片，常擔
心大家會忘記我，沒想到歌迷不但
沒有忘記，還給我一個大大的熱情
及支持，讓我真的很感動！因為先

前第一次在小巨蛋台上唱歌、跟歌
迷一起嗨的場面的感動深深印在我
的腦海，所以我希望這次藉這場
「YOU&I」演唱會，陪歌迷一起
度過一個美好及充滿回憶的晚上，
「我會很努力、很用心地把演唱會
做到最好，成為我這一生最棒的演
唱會！」

劉丹透露正部署拍 MV

呂慧儀拍咀戲兒子呷醋
■《愛．回
家》演員劉
丹、單立文、
呂慧儀、蘇韻
姿等出席宣傳
活動。

呂慧儀劇中穿水亮相，反應不
錯，她笑言好戲在後頭，之後有更
性感的泳裝，但限於合家歡時段播
映就不會太過分。提到現場觀眾起
哄她與張景淳再咀嘴，呂慧儀說：
「那場咀戲我簡直不敢跟老闆（兒
子）交代，之前我問監製是否一定
要咀，他叫我不讓兒子看，結果他
從機頂盒重溫見到，打電話問我是
否不再愛他，我要解釋一大輪只是
媽媽在做戲，是假的，都嚇到我標
晒冷汗。」
本周二26歲生日的蘇韻姿，獲
現場觀眾提早跟她慶祝，她表示當
日應該不用開工，說：「現在積極
搵節目，或者和熊家一起食飯。
（沒有追求者有表示？）這些遲下
再算，現在自己生活都未管得好
呢。」

支持傷健共融慈善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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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演老狗張彥博讚栢天男神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 ）
《愛．回家》眾演員劉丹、單立
文、呂慧儀、蘇韻姿等人昨日到商
場宣傳，與市民提早慶祝復活節。
早前劉丹與黎彼得劇中組成的「大
四喜」Rap 歌大受歡迎，丹爺昨日
再與成員打扮成Rap友，但就笑言
騷價貴不會公開演唱。
事後，丹爺自誇錄影「大四喜」
時已預計會hit，但也要多謝拍檔黎
彼得悉心指導。對於羅樂林因要開
工未能合體，丹爺說：「我們好難
可以約齊人，每次表演都要準備充
足，希望之後劇情可以再有得表
演。」提議他們可以拍MV時，丹
爺說：「都有問監製，他應該在部
署中，我們四位耆英加埋有二百多
歲，想不到仍有回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張彥博
（阿博）、栢天男（Adam）及黃百鳴昨
日到深水埗出席有份聲演的動畫電影
《女皇哥基大冒險》宣傳活動，席上他
們與狗狗玩遊戲，之後又向市民派發海
報。
首次聲演的阿博和 Adam 異口同聲表
示配音時有難度，栢天男表示在片中聲
演老狗，他錄到第三、四句，導演才肯
收貨，又稱配音配到口乾。不過，阿博
就大讚他配得神似，雖然對方有很多中
文字唔識講，但聽完他把聲就有 old dog
味道，最正還是聽完他把聲後才知他很
靚仔，成個金城武咁樣。
阿博又指今次羅蘭姐亦有份聲演女
皇，這次是繼《一屋老友記》之後再度
合作，他笑說：「我做佢隻狗，我覺得
非常之榮幸。」首次配音覺得很有難
度，一句對白 NG 很多次，最難是扮狗
狗的唞氣聲:「我配咗三日，由朝早九點
配到夜晚十二點，把聲都爛晒，去到後
尾把聲越嚟越Rock。」

「宅佬」
梁家輝當領跑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影帝
梁家輝昨早出席「博愛×
老夫子香港慈善跑 2019」，
更首度擔任傷健人士領跑員，
成功跑了三公里，為慈善活動出
一分力，兼且發揮香港互助互愛精
神。
家輝興奮地表示：「本身老夫子就
係我哋呢班『老香港』嘅集體回憶，由
細睇到大！不過，我平時很少跑步，是
『宅佬』一名，我先至係對社會有障礙的
人士，哈哈，這次不是我帶障礙人士融入
社會，反而是他們帶我出來。」
家輝坦言當領跑員有一定困難，最後都跑
了三公里，現場氣氛很好，把傷健共融及全
民運動的意識帶出來。家輝為了活動更特地
加操，保持體態。他說：「賽前同班傷健人
士操練之前，特地提早個多月開始訓練，
真正在跑道試練僅是 3 次，所以在中前排
成績完成已經滿足，起碼不是包尾，覺得
自己心情和狀況都可以。」
家輝又大讚一班傷健人士的表現不

錯：「佢哋叻我許多，傷健人士為了跑步可
能要比平常人落多十倍努力，那種毅力很值
得大家敬佩，希望我這個舉動可以引起社會
關注，為傷健社群作出貢獻。」他表示會保
持跑步，希望做到全民運動，能夠喚起多些
義工參加，幫助更多障礙人士落跑道，不要
常困在家。
說到他早前在電影播放會上，以「呂奇
腔」平息觀眾爭執，他笑說:「現場黑漆漆先
夠膽，其實大家都是欣賞電影，無謂因為一
些小事而影響
到，若然『呂奇
腔』能平息，我
不介意多用。」
家輝的太太江
嘉年於下月 20 日
生日，兼且是他
們結婚 32 周年，
問到如何慶祝？
他說：「沒這麼
快，下月初要到
青 島 跑 馬 拉
■梁家輝參加香港慈善跑。
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