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娛 樂 新 聞A26 ●責任編輯：鄺偉聰 ●版面設計：黃力敬

20212021年年44月月1313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1年4月13日（星期二）

2021年4月13日（星期二）

陳瀅昨日出動私伙睡衣以及熊公仔亮相，她
指公仔是婆婆送給她的畢業禮物，跟了她

十幾年，最可愛的地方是按它的腳板會講 I
love you，寂寞的時候可以鼓勵她。身旁的蕭正
楠就拿老婆黃翠如開玩笑說：「我屋企都有個
喎，人形咁大嘅，㩒佢腳板底都會同我講 I
love you，不過翠如之前撞車，背脊有時會突然
好痛，我有時會幫佢按摩，做佢私家物理治療
師。」
陳瀅自言現時沒有追求者，會專心工作，稍

後會與周家洛、朱敏瀚等人拍攝古裝喜劇，希
望可趁機瘦身。談到無綫行政總裁李寶安下月
將退休，其職位將懸空，問到她可有興趣做高
層？陳瀅笑說：「我細個志願想做女強人，有
諗過做經理人㗎，覺得好叻。」蕭正楠即取笑
她說：「你想坐樂小姐個位。」她連忙否認。
蕭正楠自問沒有做高層這個才能，又認為榮休
也是好事。

獲讚好腰力何廣沛尷尬
另外，Ali與何廣沛亦一起接受訪問，Ali笑

言測試了兩大男神的腰力，大讚節奏Good
Fit，她坐在上面也不失平衡。何廣沛尷尬指還
是首次獲女生在公開場合讚腰力好。談到她玩
遊戲時玩到面紅？她笑說：「現實生活係少啲
畀仔圍住，要透過戲劇世界享受吓，（甩拖後
好Dry？）現實中嘅我較內斂，鏡頭前才開放
啲。」
Ali透露在劇中與陳豪有床戲，與何廣沛則只

有浪漫戲份，又認為浪漫型男士都幾好。何廣
沛被問到下次與Ali合作，會否要求加床戲？他
笑說：「傻啦，做好角色得喇。」Ali即笑說：
「廣沛大把啦，拍咁多戲，應該試過唔少女
伴。」
談到高層李寶安下月退休，Ali稱也是剛剛知

道，並自認不問世事，又稱自己年紀尚輕，資
歷淺未能做管理層；何廣沛即笑說：「做大嘅
都唔敢諗，我做細嘅更加唔諗。」不過，二人
亦趁機向公司表達訴求，Ali希望將電視城搬往
巿區，交通方便，大家收工可以爭取時間休
息；何廣沛則望公司增加電費支出，將冷
氣校大少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袁偉
豪（Ben）、蔡思貝（Sisley）、陳山
聰及鄧佩儀等，昨日於將軍澳電視城
錄 影 節 目 《 魅 力 凝 聚 新 時 代
2021 》，並會與海外Fans見面。
Sisley透露會表演歌舞及玩遊戲，問
到有何首本名曲？她說：「冇，每次
要表演唱歌就發現唔夠歌，Ben話至
少要袋定10首， 否則次次臨急抱佛
腳，（唱緋聞男友胡鴻鈞的《到此一
遊》？）呢首只曾跳過未唱過。」
談到有傳她以200萬在將軍澳購入
車位，Sisley坦言因月租停車場也所費
不菲，長遠計買車位泊車更實際，她
說：「我要努力搵錢，銀行戶口已清
空，就算問家人借錢都要做呢件事，

但借多少就唔講喇。（胡鴻鈞叫你送
車位做生日禮物？）咁巿儈㗎咩？我
要考慮一下同唔同佢做朋友，（疫情
放緩收入有冇增加？）家搵錢艱
難，要咬實牙關，暫時聽天由命。」
對於集團行政總裁李寶安快將退

休，其職位將懸空，問到Ben可有興
趣自薦做高層？他笑說：「自己計數
差，冇打算自薦做高層，但唔介意每
個月以輕鬆形式同高層傾吓對公司發
展方向及意見，認為高層肯聆聽員工
意見都係好事。」
Sisley就笑言若讓她管理停車場，一
定增設單車泊位，皆因她當年踩單車
返工，如果有單車位，就可以踩單車
返工。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李思穎）疫情
下無阻電影業界對同業們
發送關愛，本港10間電影
公司合資開拍的電影《總是
有愛在隔離》為基層人員作出
支援，該片正式定檔於4月22
日上映，除獲不少大卡士助陣演
出，連電影主題曲《如果心裏是
愛》也得到不少歌手踴躍參與，
包括兩大「天王」劉德華、張學
友、還有李克勤、容祖兒、草
蜢、蘇永康、梁漢文、周柏豪、
薛凱琪、鄭欣宜、鄭融、連詩雅、吳浩康等，歌曲由盧冠廷（Lo Lo）作曲、其太太唐書
琛填詞，歌曲MV亦於前晚無綫《開心大綜藝》節目首播。
容祖兒謂首次跟Lo Lo合作分外興奮，自言是一次難得的機會，祖兒的歌聲更被Lo
Lo連聲讚賞。草蜢三位經驗豐富的歌手在Lo Lo的領導下，一下子便完成錄音，蔡一
傑表示因為疫情影響下，很久沒有入錄音室，連草蜢三子都很久沒見面，蔡一智則希
望借這首歌提醒大家注意衞生和健康。
連詩雅、鄭融在錄音室巧遇偶像劉德華，把握機會「集郵」來個合照留念。連
詩雅靦覥的謂：「同華仔影相，原來個心真係有啲緊張㗎！」難得遇上鄭融戰
戰兢兢地再跟華仔來張二人selfie大滿足。雖然一眾歌手每人只是錄一小
段甚至只得兩三句歌曲，但大家都好用心作準備，薛凱琪在錄音
室不時向Lo Lo請教發音和咬字問題，在歌詞上寫上英

文拼音，其虛心學習的態度連Lo Lo也讚嘆
不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前女子組合Face To Face成員吳少芳（Jo-
di）不敵癌魔病逝，終年54歲，昨日其社交平台上公布死訊：「各位Jodi
親愛的朋友，Jodi已經回到天家，多謝大家一直對Jodi的關愛。」
Face To Face於1990年出道，由Jodi及蔡惠玲（Connie）組成，出道
兩年曾推出過三張唱片，正當事業起航之際，Jodi於1992年不幸發生
交通意外，導致四肢癱瘓，從此改變了一生，之後日子要靠輪椅代
步，Jodi亦退出樂壇，Face To Face即告解散。不過她思想正面未有
放棄自己，近年更創立自家品牌醬料，2019年更為鄭秀文演唱會擔
任嘉賓，二人合唱《默契》時激動落淚，當時Sammi在台上大讚
Jodi具有不放棄，努力奮鬥精神，是位充滿正能量的女孩子。兩人

同是新秀歌唱大賽1988（第7屆）
的參賽者。
DJ李志剛收到好友Jodi死訊，

表現激動難過，他認識中的Jodi是
個很正面和積極的朋友，並指對方
受癌症折魔了3年，病情反覆。上
星期見過對方，當時她身體很虛
弱，仍很有鬥志。在人生的最後階
段，還問醫生能否把標靶藥注射入
身體，因她連吞藥的能力都沒有
了，依然沒有放棄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林德信
（Alex）向來十分孝順及尊敬長輩，不時
見他經常於社交平台分享探望外公以及跟
外公相處的點滴。惟前晚他卻發文悼念剛
離世的外公，細訴昔日共處時的回憶，並
貼上跟外公的合照緬懷。他寫道：「公公

我好感恩你一路一直陪着我成長。細個嘅
時候當我瞓唔到覺，你會坐喺我床側邊拍
拍我隻腳，直到我入睡。每日送我返放
學，煮好多嘢畀我食。到你變老嘅時候有
病，我就坐喺你張床側邊幫你做按摩，每
個禮拜日就會同你食飯。」
Alex又答謝外公：「我覺得自己好幸

福。多謝你畀我呢個機會，將所有你畀我
嘅愛還返畀你。多謝你照顧得婆婆咁
好。」他盡顯不捨之情說：「我會好掛住
你，Rest in peace！」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嚴淑明與
李健達昨日為合唱的新歌《失去後才懂》
舉行發布會，獲好友陳敏之撐場支持。
嚴淑明跟李健達相識20多年，她第一
首歌已是對方任監製，今次第二度合作，
是從一餐飯閒聊所促成，算是彼此友誼的
見證。嚴淑明笑指李健達錄歌時要求很
高，聽聞他監製許美靜及許茹芸的歌，一
句歌詞要錄上5日時間，幸好今次整首歌
只錄了3日。李健達則大讚嚴淑明聲線響
亮，唱慣雲妮侯斯頓的歌，但合唱起來把
聲就似鬧人般，而他的歌曲講求感性和感
覺，故也需要去磨合：「可能我給當年
《阿郎的故事》的片尾曲《也許不易》的

壓 力 壓 到 現
在！」
陳敏之坦言

是嚴淑明的閨
蜜，因此好友
出新歌也特意
來支持。從前
是歌手出身兼
是小室哲哉徒弟的敏之，直言仍有歌癮，
希望有機會能唱劇集主題曲，像之前也為
劇集《My盛Lady》唱過插曲，還拿過一
些獎項，她說：「我本身很喜歡唱歌，如
果能為自己的作品唱主題曲，的確會特別
有感覺。」

陳瀅立志做女強人當高層

蕭正楠送一程：

佢想坐樂小姐個位

香港文
匯報訊（記者
阿祖）李若彤曾在
《神鵰俠侶》演過姑
姑，被譽為「最美小龍
女」。近日她再穿上古裝去
到山東曲阜，仙氣重現。她表
示：「來到山東曲阜的尼山聖
境，感受千年孔子文化的沉澱，回
想小時候讀書時候學的很多名言警句
都是出自《論語》，很榮幸今天來到
這裏，和你們分享今天的尼山之行。」
李若彤更指感受到山東的朋友們熱情又

可愛，很高興
在這怡人的季
節、美麗的景
色裏與大家相
遇。而她不僅體
驗 了 手 抄 《 論
語》、誦讀《論
語》，跟大家分享
了她的新書《好好
過》，她還拉弓引
箭，不但文武雙
全，連舉手投足都
是那麼優雅，難怪
網友都讚「姑
姑」回來了！

李
若
彤
古
裝
遊
曲
阜
仙
氣
重
現

林德信發文悼念外公離世

Sammi同屆新秀歌手

吳少芳54歲癌病離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蕭正楠、李佳芯（Ali）、何廣沛、陳

瀅、黃庭鋒、林凱恩及胡㻗等，昨日出席劇集《愛美麗狂想曲》 睡衣派

對宣傳活動，眾人以睡衣造型亮相，並進行枕頭大戰，一向斯文的Ali更

騎上何廣沛及黃庭鋒的背部，而林凱恩更加豪放，一下就跳上胡㻗的背

部，由男方孭起他，而害羞的胡㻗則緊握拳頭，避免掂到女方的臂部，十

分搞笑。陳瀅自言立志想做女強人，蕭正楠就笑她：想坐樂小姐（無綫高

層樂易玲）個位！

群星疫境
獻聲撐電影業

豪擲200萬買車位蔡思貝銀行戶口歸零

●●左起左起：：劉德華劉德華、、連詩雅連詩雅、、唐書琛唐書琛、、鄭融及盧冠廷鄭融及盧冠廷。。

●李若彤穿上古裝去到山東
曲阜。

●嚴淑明與李健達發布
新歌，陳敏之（右）專
誠來撐場。

●●袁偉豪教蔡思貝平袁偉豪教蔡思貝平
時要準備多些自己時要準備多些自己

的歌的歌。。

●林德
信與外公

感情深厚。
網上圖片

●鄭秀文指吳少芳堅強充滿正
能量。

●無綫高層
樂易玲。

● 為 宣 傳 新
劇，大家玩到
不顧儀態。

●●《《愛美麗狂想曲愛美麗狂想曲》》
舉行睡衣派對舉行睡衣派對。。

●●陳瀅想做高層陳瀅想做高層，，蕭正楠蕭正楠
自問沒有這個才能自問沒有這個才能。。

●●何廣沛希望公司可將冷氣校大少少何廣沛希望公司可將冷氣校大少少。。

嚴淑明李健達合唱需磨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