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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You & I”」的歌單是歷年巡迴
演唱會最豐富的，不論是歌曲、舞

蹈都比過往的多，對Coco 來說絕對是個
大挑戰。
在佛山站的演出上，Coco看到熱情歌

迷的支持和歡呼聲，也給台下的歌迷感動
哭了，現場粉絲高舉「我們不後悔、今生
陪Coco走一回」的大型橫幅，Coco的眼
淚就控制不住哭成淚人兒。而今次Coco
特別挑選了其廣東歌《真的想見你》送給
佛山的歌迷，歌迷也一早準備好Coco愛
吃的紅葱頭淋雞和鹹蛋蛋糕給Coco 打
氣。

陳依妙混合傳統二胡合奏
此外，Coco 邀請了美麗可愛的陳依妙

（妙妙）來當特別嘉賓，混合傳統二胡合
奏的《刀馬旦》帶給了現場觀眾驚喜。
而由於Coco面對熱情歌迷實在太過興

奮，在高漲情緒帶動下唱跳做出了些大動
作，結果就不慎扭傷手臂，接着唱《SO
CRAZY》時腳又開始抽筋，她也笑說：
「這次真的玩瘋了，太 Crazy （瘋
狂）！」幸好當醫生的李媽媽有同行，演
唱會結束後回到房間第一時間為Coco針
灸治療，好讓手傷的位置得到紓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林德信（Alex）與衛詩雅昨
日為電影《雙魂》出席宣傳活
動，跟粉絲大玩遊戲送禮物。
Alex自問從小怕看恐怖片，

小時候爸爸林子祥卻間中帶他
看鬼片，嚇得他半年都睡不好
常發噩夢，不過今次肯接受挑
戰拍鬼片，主要是未嘗試過，
加上有詩雅才接拍，詩雅取笑
指Alex當她是道靈符。Alex相
信今次爸爸都會捧場，過往演
出過的電影他都自己約朋友去
看，回來有給他意見，今年的
評語則全部都有讚賞，令他感
覺甜在心頭。會否想父子檔演
出？Alex笑說：「如果有合適
劇本都很想，因為在音樂上已
合作過，所以都想在演出上合
作，只是到目前尚未有機會，
不過爹哋對電影要求是很高
的！」
詩雅表示自己比較大膽，向

來喜歡看恐怖片，新年親戚會
圍在一起講鬼故，但拍罷《雙
魂》後，卻打算短期內不會再
拍鬼片，主要是在馬來西亞的
凶宅拍攝時常有怪事發生，完
成外景回港後的2、3個月一直
不適，身體能量久久未恢復過
來。而日前她又出現皮膚敏
感，開始時手腳痕癢，及後轉
至胸口位置感到呼吸困難，但
媽咪感覺她不太嚴重說不用去
醫院看急症，只用冰敷過，雖
然後來沒事，不過她仍想去做
個測試，打算找出致敏的源
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楊政龍大肚女友
黃子菲（Ava）、陳蕊蕊與陳婉婷昨日出席香港跳
蚤市場開幕禮，穿上短裙配平底波鞋的Ava，保持
神秘不肯透露懷孕多少個月，笑稱預產期是明年，
已列了清單讓朋友揀選送給BB的禮物，就不怕買
了相同禮物。
Ava今次參與跳蚤市場主要是寄賣嬰兒用品、保

健和護膚產品，投資約5位數字，另外有設網上商
店，好處是可以不用太多人手，但有人幫她打理生
意。問到是否習慣懷孕的反應，Ava說：「頭3個
月很辛苦，要睡很多，吃東西又沒胃口，所以都瘦
了4、5磅，現在才有100多磅。」Ava稱懷孕後的
口味也有改變，以前不喜歡的意粉，現在會想去吃
西餐。至於會否公佈BB性別，Ava就大賣關子，
暫時只有家人知道，稍後會拍大肚照留念，結婚計
劃則留待生BB後再打算。

陳蕊蕊唔敢着比堅尼
陳蕊蕊也投資5位數字寄賣以美人魚為主題的產

品，笑稱已投資整副身家，不用蝕錢就可以。蕊蕊
又稱想與朋友開餐廳，
但現在市道不好，投資
要更謹慎，但也有學習
沖咖啡自我增值。笑問
蕊蕊夏天甚少派福利上
載靚相，她笑道：「因
為我拍完戲就放肆起
來，肥了有10磅，現
在去沙灘都要穿多件
衫，不敢穿比堅尼，我
怕被人打。」

香港文匯報訊 溫碧霞（Irene）
趁學校假期結束前，最後一擊陪
伴囝囝及老公飛到峇里度假，因
為接了好多工作及要錄音，Irene
今趟只玩了大概一星期，她笑
言：「一星期眨下眼好快過去，
開心時間過得特別快，不過好過

冇喇。」
在峇里一星期，一家三口

不停歎美食又四處去玩，問她肥
了幾多磅返港？她得戚哈哈笑
說：「冇喎，唔單止冇肥，反而
仲瘦咗，因為每日運動好大，我
哋日日游水、踩單車、打乒乓波
又做瑜伽，健康咗又瘦咗，峇里
啲嘢食真係好好味，我哋唔係玩
就係食，好彩運動量大咋。（瘦
咗幾多磅？）冇刻意磅呀，最開
心係肌肉結實咗。」
既然那麼鍾意峇里美食，問她

有沒有想過在當地開辦餐館？
Irene坦言曾經有當地開餐廳的朋
友也建議過，對方做得好成功，
但她考慮了一陣就打消了念頭：
「我驚冇時間打理，暫時仲未係
時機，不過可能過幾年我會考
慮，我都好有興趣在峇里開一間
望海又有格調又浪漫，可以畀大
家好舒服咁歎美食嘅餐廳。」

香港文匯報訊湯洛雯（靚湯）最近人氣
急升，除了為無綫重頭劇《法證先鋒IV》
重拍擔任其中一角，早前播映的旅遊節目
亦大獲好評。近日她更出任提拉療程品
牌代言人，拍攝最新宣傳廣告片。

靚湯以

一襲露肩白色長裙造型登場，仙氣爆棚！
當日拍攝行程非常緊密，但天氣忽晴忽
雨，早上走外景的時候三度下雨，靚湯笑
言好似「小販走鬼」般躲進室內避雨，引
得在場工作人員發笑！轉過頭來，靚湯又
回復專業mode，保持着一秒換兩個姿勢的
節奏，極速追上因天雨而延誤的拍攝

進度，「一take湯」果然名不虛
傳。
及後她換上另一套單肩闊
褲套裝拍攝硬照，盡顯型
格一面。鬼馬的她繼續
發放笑彈，笑說要
「 幻 想 自 己 係 條
蛇」，才可以做出最
perfect的回眸動作；
又即興做出不同逗
趣表情，大派心心，
冧爆現場工作人員。
被問到踏入三字頭

的keep young心得，靚
湯表示：「秘訣就無
啦，心境開朗囉！就算再
忙，都要識得好好保養，定

時定候畀皮膚休息吓，咁就可以
keep住young。」

佛 山 開 唱 被 長 情 歌 迷 搞 喊

李玟
不慎扭傷

湯洛雯拍廣告繼續做「一take湯」
溫碧霞
擬幾年後峇里開餐廳

熱情唱跳回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李玟（Coco）的

《“You & I” 世界巡迴演唱會》繼台北小巨蛋及成都站

後，日前移師佛山舉行。Coco在佛山站上特別選唱廣東

歌《真的想見你》獻給歌迷，有佛山歌迷高舉「我們不

後悔、今生陪Coco走一回」的大型橫幅，讓Coco大受

感動灑淚；而Coco也因太過熱情回報歌迷而不慎扭傷手

臂，幸好有當醫生的李媽媽同行為她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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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梁靜儀）王梓軒的
新歌《安全着陸》，今
次更首次與林愷鈴
（Ashley）合唱，並將
歌曲由獨唱版改為合
唱。
王梓軒表示《安全着

陸》其實是《引力三部
曲》的第三部，而Ash-

ley 更是頭兩部曲《寄
居太虛》同《邊緣引
力》的MV女主角，梓
軒稱一直有留意Ashley
的演出，於是搵機會跟
她合唱：「Ashley好得
意，她會拍些音樂片，
而今次對佢來講係好大
壓力，因為要坐櫈，佢
平時都係坐地下、攤喺

梳化。」Ashley亦很開
心可以與梓軒再合作，
更笑說：「成件事都好
pro，平時喺屋企我都
係擺部電話，彈一次就
擺上網。」梓軒搞笑
說：「即係好勁啦！」
她立即推說：「 No！
唔係，我意思係平時好
低成本好隨意咁拍。」
梓軒大讚Ashley隨意

拍已經如此動聽，所以
Ashely 一說唱歌，他即
說好，並呷醋說：「佢
同咁多人唱歌都未同我
唱，有少少呷醋，有少
少嬲呀！佢冇忘記唱歌
嘅初心，仍然會勤於
練習，喺佢身上見到
以前自己嗰團火！」
Ashley表示跟梓軒合作
學到好多東西，尤其
是唱歌方法，令她獲
益良多。梓軒笑指Ash-
ley是揞住良心，但也
大讚Ashley好認真，唱
live也不俗，所以已推
薦對方跟他合作演出一
齣歌舞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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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洛雯

■溫碧霞一
有時間就陪
囝囝。

■對於挑戰拍
鬼片，林德信稱主
要是因未嘗試過和
有衛詩雅才接

拍。

■■林愷鈴林愷鈴 ■■王梓軒王梓軒

■■陳蕊蕊陳蕊蕊 ■■黃子菲黃子菲

■溫碧霞這次到峇里度假，不肥
反瘦。

■■眼見台下歌眼見台下歌
迷超熱情迷超熱情，，李李
玟大受感動玟大受感動。。

■■李玟唱跳時扭傷李玟唱跳時扭傷。。

■■李玟大晒唱功李玟大晒唱功。。

■■陳依妙陳依妙((右右))擔任特別嘉賓擔任特別嘉賓。。
■歌迷高舉「我們不後悔、今生陪Coco
走一回」的大型橫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