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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倫開騷獲
「超級男團」
撐

成龍 率 周華健 任賢齊

隔空獻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台灣女歌手蘇慧倫前日於台北流行音
樂中心舉行《生命之花》演唱會，她準備了四套華服及精心演唱 31 首
歌曲，而歌迷的驚喜回應，更讓蘇慧倫感動不已。而難得辦演唱會的
蘇慧倫，超有誠意的請來重量級人馬合唱，和成龍、周華健、李宗
盛、任賢齊和杜德偉隔空對唱。

演唱會以「生命之花」為主題，以具有無限
能量的圖騰象徵着初生揭開序幕，蘇慧倫

站在 3 米高的升降台，高唱着《929》、《黃色
月亮》等歌，勾起歌迷回憶，她說：「今天我們
終於一起走到這裏，不管現在在現場是幾歲的
你，都把自己交出來，或者
是回到18歲的你，都請把
你們的心敞開。」一身黑
色「暗夜搖滾女伶」裝

的蘇慧倫霸氣演唱《為你變成他》、《我一個人
住》、《不要說愛我》及《失戀萬歲》等耳熟能
詳的經典歌曲，掀起全場高潮。之後換上幻境湖
水女神裝的她，俏皮地唱着《安和》、《Lemon Tree》、《天下大亂》以及一首首陪伴成長
的、串起愛情的歌曲《哭過的天空》、《被
動》、《愛我好嗎》，讓全場歌迷跟着大合唱。

與魏如萱為歌迷
「拋家棄子」
曾經說過演唱會想邀請很多嘉賓的蘇慧倫，個
人首次大型售票演唱會果真是嘉賓眾星雲集，獲
成龍、李宗盛、周華健、任賢齊及杜德偉隔空組
超級男團雲端合唱《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五
人排除萬難度期、雲端錄音、拍攝共花了 4 個
月，才完成這項超級任務。
除了超級男團外，金曲準歌后魏如萱與蘇
慧倫首度現場演繹合唱《氣溫 37 度的遐
想》，已為人母的兩人，為了歌迷「拋家棄
子」，加碼合唱《寶貝對不起》，笑說因為
出來工作，都要先跟家裏面的「寶貝」說聲
抱歉。最後蘇慧倫演唱《你會想念我嗎》忍
不住落淚，尾聲時歌迷遲遲不離去而再度走
到台前清唱多首歌曲。

■ 蘇慧倫化身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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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敏選歌要求高
考慮太久遭截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許文軒
（Edmond）主持的 J2 音樂訪談節目《我們
的音樂時代》，最後一集邀得周慧敏（Vivian）及音樂人伍仲衡（Harry）擔任壓軸嘉
賓，二人大談相識到合作無間的關係，Vivian
笑指聽到 Harry 寫給她的作品《無雙譜》，聽
到毛管戙。
伍仲衡表示早在中學時期已為周慧敏鋼琴
伴奏《天荒愛未老》，可惜當時未有合照，
幸好上天對他不薄，讓他結識到 Vivian。
Vivian 說：「2006 年啱啱識 Harry，我好多
年冇做騷，諗住造隻新歌，不過一定要最
鍾意，最啱心水先至會錄，當時 Harry
的確寫咗首歌畀我，經過一輪考慮，
到我話畀佢知我要首歌時，首歌已
經賣咗，最後首歌變咗楊千嬅嘅
《原來過得很快樂》，既然遇
唔到一首自己好鍾意嘅歌
就不如唔出，所以
嗰次就冇新

■ 魏如萱和蘇慧倫皆為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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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做騷。直到 2011 年開演唱會我哋先第
一次合作，佢寫咗首《無雙譜》畀我，其
實我對旋律好腌尖，但一聽個 Demo 已經好
鍾意，好感動，佢嘅作品最令我毛管戙，到
佢再寫《咖啡在等一個人》畀我，我亦一聽
就 滴 咗 眼 淚 。 」 Harry 說 ： 「 畀 Vivian 聽
Demo，佢冇感覺嗰啲係唔
會覆，即刻覆我嗰啲
Demo， 真 係 好
鍾意，《無雙
譜》佢唔夠
2 分鐘即刻
回 覆 我
Email。」
▶ 周慧敏
( 左) 及 音
樂人伍仲
衡(中)擔任壓
軸嘉賓。
軸嘉賓
。

吃過歎過 譚炳文對人生無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譚炳文（炳哥）早前因
肺癌病逝，他生前的最後訪問前晚於港台節目《一起
走過》中播出，分享他在圈中超過半世紀的經歷。
初入行時做播音員的炳哥，因聲演的廣播劇《改造
小姐》被電影公司買下版權拍電影，造就他與同劇的
播音員一同參與幕前演出。炳哥坦言自己十分有運
氣， 不論是配音還是拍戲都做男主角，而且演出的電
影大都能賣埠賺錢，雖然他不懂藝術，但深信票房好
的就是好電影。炳哥歷年來與李香琴和狄娜都是公認
的最佳拍檔，他表示與琴姐是登台的最佳拍檔，默契
十足完全不用夾。狄娜則在電影方面合作無數，更在
片場內看過對方全相，拍過不少接吻場面。炳哥說：
「當時大家都投入工作，即使見到狄娜全裸，自己都
不會有興趣。」至於炳哥為何會拍風月片，他表示當
時向錢看，而且其他片種不太收得，沒有太多人肯開
戲，正值文藝片衰落期，只有風月片有市場也帶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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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齣主演劇連續播破紀錄
高海寧望《反黑》開續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
里）張振朗、馮盈盈、高
海寧、湯怡、蔣家旻和
賴慰玲等人昨日返電視
城宣傳《反黑路人甲》
結局篇，眾人分組大玩
扯大纜和爆氣球遊戲，
競猜誰是幕後大 Boss，
最後張振朗勝出卻被監
製要求背上賴慰玲行
石春路，狀甚痛
苦。
高海寧日前色
誘王浩信一幕也
成為話題，胸前
大特寫令觀眾看
到流鼻血。高海
寧笑稱不少朋友都
有截圖給她，同事們
也讚她演得好，因為重
點不在身材，而是出來的
氣氛搞笑。」對於胸前被拍攝
大特寫有否尷尬，高海寧說：
「拍攝時真的會尷尬，因為人

他，一部戲成功後就片約紛至。
炳哥除了配音和演戲了得之外，也是
香港第一位賽馬評述員，早年曾獲方逸華
安排專門房車接載他入邵氏配音，直至後
來被 TVB 高薪挖角過檔。到 1990 年炳哥轉
投亞視，他稱當年 TVB 曾極力挽留，他原本
也不想離開，只是 3 位老友都去了亞視，對方又
開出非常優厚條件，他迫於無奈下就轉投亞視，
一做就做了 8 年，離開亞視後又獲 TVB 邀請回巢。
培育過不少後輩的炳哥，表示以往曾善意提醒過年輕
藝人應該如何演戲，怎料被對方用不友善
眼光對待，自此之後他都選擇不作聲
免生誤會。86 歲的炳哥坦言人
生數十年什麼都吃過和歎
過，已對人生無悔。

林心如再任製作人開拍新劇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女星林心如 6 年前為戲劇《16 個夏天》擔任製作
人，結果劇集拿下金鐘大獎，今年她與《16個夏天》原班製作團隊將再
度合作，拍攝時代寫實劇《華燈初上》，並於日前舉行開鏡記者會。身
兼總製作人與女主角的林心如，
率領女演員楊謹華、謝欣穎、劉
品言、郭雪芙、江宜蓉亮相，男
主角由新婚的楊祐寧擔綱。
劇組集結許多女一演員，林心
如說戲份平均，劇組從 4 年前開
始籌備選角。她透露第一個定下的
演員就是楊謹華，兩人在《我的男
■ 身兼總製作人與女主角的林心 孩》短暫合作過後，意猶未盡，楊
如(左 3)率領其他女演員亮相
率領其他女演員亮相。
。
謹華聽到邀約也開心一口答應。

生第一次被這樣拍，記得拍攝
時連攝影師都笑出來，原來他
都未試過這樣拍。」高海寧也
希望原班人馬再拍續集，但就
要安排多幾個男角給她們 7 個
女主角。提到緊接《反黑》出
街的《C9 特工》也是高海寧
擔正，她已破 TVB 紀錄連續
四劇加一套內地劇推出，她不
擔心觀眾會對她生厭，一來她
已年多沒有劇出街，而且每部
劇的角色性格也不同。
湯怡表示劇集愈近尾聲愈感
不捨，很期待她們 7 個女角圍
住王浩信屍體喊的一幕，因為
要她們互相配合情緒，足足拍
了 3、4 個小時，是一次大挑
戰。湯怡想演像「水姐」蔣家
旻這種剛強烈女的角色，甚至
開續集由她來演話事人。
日前張振朗與王浩信車廂一
幕激吻戲成為焦點，振朗稱雖
然只錫了一次，但就拍足兩
日，因為他全程忍不住笑要補

拍其他鏡頭。而振朗與賴慰玲
一樣也深受觀眾喜愛，他透露
結局篇他們的關係會峰迴路
轉，自封為四聯幫的「神鵰俠
侶」。至於有沒有機會開續
集，振朗稱不妨再拍，但要看
監製意思，笑稱若有續集怕要
再漂頭髮，也不知跟王浩信可
以再做什麼。

■ 張振朗被監製要求背上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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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海寧不擔心
觀眾會對她生厭。
觀眾會對她生厭
。

探楊怡 B 女多規矩
楊卓娜入屋前要沐浴更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楊卓娜、伍文生、梁
芷珮及黃穎君昨日出席頒獎活動，姍姍來遲的楊卓娜
表示近日疫情稍為緩和，很開心見到那麼多人。看到
現場很多人都未有戴上口罩，問到家中有小朋友
的她會否擔心？她坦言：「都驚㗎，咁人
哋講嘢我閉氣。」她表示返到屋企
她會全身消毒，因女兒經常指
她防疫意識太低，她苦笑
說：「全家都啄住我，因
為我出街比較多，所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鍾欣潼（阿嬌）日前
返到屋企，佢哋要淨
在廈門下榻的酒店房間內發生意外，頭部撞向雲石枱邊，撞
化我個人。」
傷右邊近眉骨位置，傷口長達 6cm，送院縫了數十針，及後任
近日除了忙於拍劇
達華介紹的整形外科醫生，再將阿嬌的傷口分三層重新縫合，合
及出席宣傳活動
共縫了數百針，希望減低留疤痕機會。
外，她還有做 KOL
受傷未夠一星期的阿嬌，原來昨日已低調開工。其新戲拍檔、內地
教烹飪，她說：
藝人張睿透過工作室於微博發布了相片，相中
「我本身都鍾意煮
的阿嬌已拆去紗布，精神看來不俗，手
嘢食，想開個網上
拿一束鮮花，面帶笑容跟張睿齊齊高
頻道拍短片教煮
舉 V 字手勢，刻意遮掩額頭傷口。
餸，（幫妹妹楊怡整
張睿工作室就留言祝阿嬌早日康
陪月餐單？）冇呀，
復：「電影殺青啦，然後馬不
我哋好少見，已經兩個
停蹄，奔向下個組。很開
月冇見過佢，因為呢排忙
心和大美女鍾欣潼合
開工，而且佢都想我隔離吓
作，希望你早日恢
先。」她又透露楊怡要求她上
復。」
屋企前要做足消毒工夫：「我去
探 BB 前要沐浴更衣，入屋前又要全身
■ 阿嬌舉 V 刻意遮掩
360 度 消 毒 ， 再 帶 埋 衫 去 換 ， （ 妹 妹 要
額頭傷口。
額頭傷口
。 網上圖片

阿嬌拆紗布復工

求？）係，佢老公（羅仲謙）喺屋企都戴口罩，（佢
好緊張？）緊張係應該。」

伍文生妻兒離港避疫未返
前無綫藝員伍文生表示其經營的食肆，在疫情下生
意不單沒有下跌，反而有增長：「我間食店主力做外
賣，不過外賣要運費，生意冇話跌幾多，仲有啲增
長，但整體上人流係少咗。」另伍文生透露太太與子
女自今年 1、2 月去了澳洲避疫後就一直未有返港：
「因為太太以前喺當地讀書，諗住返去避疫，點知一
去不返，七月中已喺當地開學，原本係計劃小朋友幾
年後先過去讀書。」現時他要兩邊走。
梁芷珮昨日偕同女兒出席活動。她透露稍後母女檔上
陣拍洗手液廣告，她笑說：「第一次同個女一齊拍廣
告，今次酬勞
有 6 位數。」
芷珮表示受疫
情影響，旅遊
節目暫時開拍
無期，但她已
着手蒐集東
歐的資料，
如節目能成
功開拍，將
要離港個多
月，打算偕
■ 右起
右起：
：伍文生
伍文生、
、楊卓娜
楊卓娜、
、黃 同細仔及細女
穎君及梁芷珮出席頒獎活動。
穎君及梁芷珮出席頒獎活動
。
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