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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千嬅於網上主持節目

「千言．慢煮」第8集，亦是今季最後一集，邀

得兩位多功能閨蜜陳煒和朱晨麗（朱朱）做

嘉賓，主題是「你有幾熟女」，46歲的

煒哥自覺年齡對於吸引觀眾層面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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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李
思穎）黎耀祥（祥
仔）近日在主持的清
談節目中，說到對兩性關
係的看法，祥仔坦言感情是
自私的，大部分的時候都會從
自身的需要去決定要不要愛一個
人，例如年輕時會選擇自己比較愛的
人，年紀大需要別人照顧，便會找愛自己
多一點的人。他曾經認真思考過會想自己還
是太太誰早走一步，最後覺得還是自己先走會
好一點，他解釋：「以前會認為太太先走較好，因
為擔心既要她一個人孤伶伶的生活，又要她處理身後

事及生活上的各樣瑣事，
不忍她承受這樣的痛苦及麻
煩。但近年我又開始改變了想
法，覺得自己早走一定着數，點解
咁講，我走先所有嘢唔使我理，唔使
煩。第二，有好多嘢都係用太太個名，唔
使搞咁多嘢，我走先，佢容易處理所有事。
所以我發覺，太太真係唔好意思，你蝕底啲，如
果要走嘅話，我走先。」不過他認為生死有命，誰
先走也不是自己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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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黃建東（東東）早前在無綫節
目《流行經典50年》表演
唱歌和彈琴，更有機會
與兩位前輩李龍基
和米雪合作，東
東特地穿上禮
服 以靚仔
Look 示
人，

希望一改平時癲喪形象，不想在前輩
面前失禮。
東東獻唱李龍基的首本名曲《佛山

贊先生》以及跟對方合唱《萬水千山縱
橫》，當他收到演出通知之後，緊張得
整個星期都睡得不好：「因為第一次獻
唱經典歌，仲要原唱基哥喺度同埋一齊
合唱，壓力非常大，因為基哥唱得實在
太揮灑自如。自己平時唱抒情歌比較
多，今次要不停提自己要型啲大俠啲，
一定唔可以變咗搞笑。」

而在剛剛播出的一集，東東為視后
米雪彈鋼琴伴奏《今宵多珍重》，原
來二人合作源於同一個歌唱老師：
「我們都是跟同一個歌唱老師Leo上
堂，謝謝老師介紹我給米雪姐認識。
《今宵多珍重》唱到街知巷聞，所以
不敢怠慢為演出苦練返鋼琴，同埋米
雪姐實在太漂亮，彈琴時唔敢多望
佢，驚自己會分心彈錯。」東東可以
再上《流行經典50年》，很感激米雪
姐的信任，以及家燕姐的鼓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李幸倪（Gin Lee）昨日推出第
8張唱片，她透露今次出新唱片心情分外忐忑緊張，因當中滲
透了自己的真實故事，例如一些秘密和脆弱一面，就像愛貓的
離世也放入歌曲中。
Gin Lee表示自從愛貓離開後，情緒波動比較大，聽到其他

人的故事也容易觸動落淚。問她會否擔心患上抑鬱症？她說：
「又未至於，我明白經歷失去是必修一課，不過要時間慢慢平
復，會勇敢面對，讓自己傷心但不沉淪於太灰暗位置！」談到
她「失蹤」了數天，她笑謂：「工作上我是秒覆，但那幾天只
是想休息一下準備迎接新歌推出，沒玩社交平台，才令同事擔
心，我自己知幾時要休息，防止愈踩愈深！」問到家人可有擔
心？她笑言已經自首，更要她反問家人為何不關心她一下，姊
姊就回答她也不敢去問。

提到今次唱片製作「揼本」，MV更以電影方式製作，環球唱片仍讓她穩做「一
姐」，Gin Lin回應：「又講這些？我用心做，公司全力支持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陳奕迅
（Eason）繼歌曲《致明日的舞》，今年
再推出第二首廣東作品《是但求其愛》
於昨日全球同步上線，上一首《致》曲
MV以素人為主角，今次《是但求其
愛》Eason站在說書人的身份，用歌曲唱
出愛情路上的苦思考量，以旁觀者的角
度見證四位年輕男女演員角色如何移情
別戀、愛恨離合。

新歌MV找來四位年輕好戲演員談善
言（Tam）、陳漢娜（Hanna）、盧鎮
業（小野）、黃溢濠（Yatho）擔任主
角，分別飾演兩對戀人，陰陽差錯地身
處同一場景，她移情於別人的男友，他
又戀上別人的女友，穿梭酒店大堂、走
廊、房間、酒吧等多個場景。故事中，
小野與Tam是情侶也是工作夥伴，二人
被固有關係牢牢綑綁，與追求自由放任
的Yatho與Hanna形成對比，四人關係
錯綜複雜，上演熱戀、冷戰、爭吵各個
感情狀態。
Eason就像局外人那般，以第三身視

角看盡情侶之間的連場情慾挑逗、愛恨
出賣。身處酒吧內的他，靜靜地呷着手
上的那杯酒，唱出歌曲《是但求其
愛》的主旨：到底愛情是何物，
我們終生都在尋覓愛：是，但
求其愛，不求傷害？

Eason今次與四位年輕演員合作，雖
然沒有對手戲，但Eason很欣賞他們的
演技，非常投入他們演繹的故事：
「今次很開心能與四位年輕演員
交流合作，MV故事中的四角
關係錯綜複雜，但我的角
色淡然得心如止水，看
破紅塵一樣，無論
結局是笑還是
淚，同樣都
是愛。」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女團 BLING
BLING 近日正式出道，成員包括
CHA-JUHYUN、 YUBIN、 MARIN、
CHOI-JIEUN、AYAMY、NARIN，
以活潑健康的能量組成6人女子組
合。

組合名稱BLING BLING
是從寶石中反射出來的
光聯想出來的單詞，
蘊含着「閃閃 發
光」的意思，
並以「Active + Bling Bling」
作為組合的主要關鍵詞，
向着成為帥氣、華麗的
最佳偶像組合的目
標進發。

BLING BLING首張數碼單曲專輯《G.
G.B》的主打歌《G.G.B 》是首次走
「Baile Funk」風格的歌曲，呈現6
名成員充滿自信的一面。BLING
BLING的新曲歌詞內容瞄準
了這個時代的個性取向，
具有能夠滿足運動型
「Girl Crush」魅力
的音樂和信息。

米雪漂亮不敢多望 黃建東怕彈琴分心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黃

依江）攝影家李秀
恒喜歡攝影也愛音

樂，他決定將攝影作品與
音樂演奏結合一起呈現，今

年適逢音樂家貝多芬誕辰250周
年，李秀恒決定以在非洲攝影作品

《天空交響曲─不同角度之下的肯亞
及坦桑尼亞》延伸而成「紀念貝多芬誕辰

250 周年─天空交響曲」音樂會，將貝多芬
樂曲、交響樂合唱與其攝影藝術結合，跨媒體呈

現，在文化中心舉行的一連三晚音樂會終於展現出
其成果，確實非常精彩！觀眾一邊聽音樂一邊在10乘5

米的大屏幕上欣賞其攝影作品，聽覺視覺雙重享受。
融合攝影藝術、交響樂與聲樂給許久未遠遊的觀眾帶來了

一場身心徜徉的跨媒體之旅。香港樂團演奏了貝多芬4首知名交
響曲的選段，由「命運」交響曲中抗爭的雄壯有力，到「春」與

「田園」交響曲中享受自然風光的活潑自在，過渡至「英雄」交響曲致
敬偉人的澎湃激越，每段樂章之間，更有資深主持人車淑梅與觀眾分享貝

多芬創作的背後故事，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他畢生的堅強意志與卓越才華。
大屏幕上隨着音樂播放的李秀恒攝影作品充分展現了非洲大地上的自然與人文

風光，相片主題與演奏的曲目息息相關，令到觀眾的「眼所見」與「耳所聞」互相
補充，對貝多芬的音樂作品亦產生更深切的感知與體會。非洲廣袤的大地上，獅豹走獸

強大的生命力、弱肉強食的競爭博弈，甚至飛鳥在空中翱翔時排布的隊列與圖案，都可一
一在交響樂章中找到呼應。當樂團演奏貝多芬的「命運」配萬鳥飛翔，千姿百態、
「田園」配上美麗原野風光、「英雄」配上非洲五大動物大王、「歡樂」交響曲樂章
等，畫面與音樂交織。一如李秀恒形容「鏡頭下的雀鳥、牛羊、獅豹，就像天地間五
線譜上的生動音符」。
音樂會的最高潮——由國際知名男高音莫華倫、女高音鄺麗齡、男低音黃日珩及女
中音連皓忻四位歌唱家，攜手香港歌劇院合唱團、香港新青年合唱團、香港聖樂團、
Ponte Singers、明儀合唱團組合而成的逾百人合唱團詠唱的《歡樂頌》（Ode to
joy），沉着洪亮又或清脆奔放的聲線，在醇厚飽滿的合唱相應中，音樂會圓滿結束。
車淑梅表示，在全球仍深陷疫情之時，香港可以排除萬難完成這樣一場緬懷偉大音樂
家的演出感到十分自豪，亦希望疫情可以早日平息，觀眾可看到更多優質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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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6人女團BLING BLING出道

Eason讚MV年輕演員好戲李幸倪「失蹤」
家人唔關心？

千嬅、煒哥和朱朱均是成熟型女性，朱朱笑
言，當她踏入30後，有一次拍戲重看拍攝

鏡頭，發現自己多了皺紋，之前又被媽咪取笑有
大肚腩，令她覺得難道30歲女人就是這樣？千嬅
則覺得自己成為母親後心境有些不同，
踏入人生另一階段，令她整個生活也
改變了。至於煒哥自言，由選美入行
一直走成熟路線，而她年輕時已經扮
熟女。她們均覺得現在做熟女也可以
繼續任性、撒嬌。朱朱爆煒哥會剝蝦
殼餵男友食，十分體貼，簡直是甜蜜
到不用氣力，羨慕死人。煒哥
表示，男友很有童心，現在
還喜歡玩超合金。
三個女人一個墟，她們的

笑聲震遍廚房！朱朱自言早前
拍劇飾演一名15歲男孩的母
親，當對方叫她做娘親時，感到
很尷尬，並向男孩表示，其實他
們差不多年紀，可以做對方的女
友，不過男孩指她比較似阿姨！
煒哥覺得自己的年紀是輸蝕，不

會吸引到宅男觀眾，對此千嬅卻不認同，認為成
熟智慧型女性一樣很搶手。千嬅在踏入30歲時，
在電影上幾乎停頓，因為步入尷尬之年，她笑
說，有位資深導演對她表示，方麗娟（千嬅於

《新紥師妹》中角色）亦會長大，要學識在
每個階段也要接受自己！

朱晨麗念雙親感觸落淚
在節目亦提到生離死別，朱朱因為一時
掛念在蘇州的父母而落淚，因為疫情已很
久沒有見面。千嬅安慰朱朱要正面去調節
自己，要識得珍惜，縱然不捨也要面
對，不要太傷感。煒哥的母親在早
年去世，令她十分傷心，因為後
悔太少時間陪伴母親，她有
一段日子要服安眠藥才能入
睡。
此外，今次千嬅特製韓式

芝士炒飯，而煒哥亦出手炮製
泰式柚子沙律，私下更煮了花膠

鵝掌給大家品嚐，席間她們又急不及
待相約再食飯！

「多功能閨蜜」再聚談熟女經

陳煒陳煒認年紀大認年紀大輸蝕輸蝕
千嬅千嬅鼓勵仍鼓勵仍搶手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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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ING BLINGBLING BLING拍片自我介紹拍片自我介紹。。

■■ EasonEason新歌新歌MVMV找來談善言找來談善言、、陳陳
漢娜漢娜、、盧鎮業盧鎮業、、黃溢濠擔任主角黃溢濠擔任主角。。

■■ 李幸倪出新唱片李幸倪出新唱片
心情分外忐忑緊張心情分外忐忑緊張。。

■■三個女人一三個女人一
個墟個墟，，現場充現場充
斥着笑聲斥着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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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晨麗因掛念在蘇朱晨麗因掛念在蘇
州的父母而落淚州的父母而落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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