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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衛健（Dicky）、許志安（安仔）、梁漢文
（Edmond）及蘇永康（康仔）組成的 BIG 4，將於
2013 年 2 月 9 至 14 日（即年廿九至初五在紅館舉行
「The Big Four 大家利事世界巡迴演唱會 2013」，

四子較早前特地到泰國為演唱會度橋，可惜他們只顧
吃喝玩樂，毫無收穫。Dicky笑道： 「不打緊，現在我
們久不久都有開會。（演唱會可有主題？）BIG 4做
嘢一向沒主題，見步行步，這種精神會延伸到舞台上
。」

血糖低不宜運動
對於 BIG 4 第二次開騷，Dicky 坦言今次信心大

了，壓力則少了，因為上次是他們四人首次組成作演
出，未知外間反應，但經過上次後，如今很多人得悉
他們再開騷，都要求訂票。事實上，他們原定開三場
，如今已加至六場，而Dicky特別要多謝狄波拉，因為
上次第一個要門票的是她，今次亦然，而且不理他們
開幾多場，每一場都要一整行的門票。他又自爆，今
次他們加了歌酬，但悲哀的是不是加好多，只是意思
意思而已，不過他們要求加很多舞台效果及機關，多
謝主辦機構爽快答應他們。

問他們會否操弗以便屆時騷肌？安仔坦言，四人
中唯一是Dicky不做運動，自己之前勸他不如來一次人
生突破，留個紀念，起碼也弗過，不過Dicky卻似想放
棄 BIG 4。Dicky 聞言即解釋道：「沒放棄呀！我只是
集中火力練歌。不過，今次或者會有幾塊腹肌給大家
看。我本身血糖低不適合做運動，但也會試試的。」
安仔笑謂，如果屆時Dicky減不到，他與其他兩人就會
玩 Dicky。Dicky 即反問大家他的臉是否很肥？又謂自
己有技巧，可以縮住肚子來跳舞，所以不操弗也行。

至於打算請什麼
嘉賓？Dicky鬼馬笑道
： 「看看票房好不好
，如果不好，Sammi
（鄭秀文）、廖碧兒
（與康仔傳緋聞）一
定要來，還要被拉上
台哩！」安仔則謂，
有兩個嘉賓一定要請
， 就 是 Joey Tang
（鄧建明）及吳國敬
，其他嘉賓則未想。
Dicky笑道： 「盡量不
要請草蜢，因為排他
們的舞蹈需要很多體
力，好辛苦。」問到
康仔今次是否也會負
責演出的服裝，他表
示，今次會交給陳華
國負責。

安仔唔驚被催婚
談及他們在新年開騷一定有好多利是，可有打算

怎去收集利是？Dicky笑言，他們很公道，得利是也
會派出去，所以每晚也會派利是給觀眾；康仔就希望
屆時的吊軌範圍可以大些，那麼既可照顧 「山頂」的
觀眾，亦可以盡利是；安仔每年都會派開工利是，
希望盡量不會超過六位數，問他可擔心屆時被觀眾催
婚？他笑道： 「不會的，觀眾好乖不會做這些事。
（屆時可會宣布結婚？）不搞這些，低調。」

至於完成香港演出後，是否繼續做內地巡迴？
Edmond 表示，BIG 4 於 2010 年組成，在兩年內建立
成一個給予觀眾信心的品牌，實在開心，而且尚未開
騷，已有五、六個地方斟他們去走埠，當他們完成香
港演出後一個月，便會去英國演出，之後還會到澳洲
、大馬、澳門及廣州等地，不過這也要視乎Dicky的檔
期，他已有一劇要押後至明年10、11月才拍。問Dicky
歌酬及片酬哪樣較吸引？他笑道： 「當然是片酬吸引
些，不過做BIG 4就開心又舒服，因每個人輪流做一
part，壓力少好多。」

BIG 4明年再開騷

拒操弗拒操弗

學友挺煇哥
喜變後輩

陳昇 「20 歲的練習曲」演唱會前晚
在九展舉行。鬼馬的陳昇全晚非常興奮
，又貫徹一向在演唱會上飲酒的習慣，
時時偷飲紅酒。

被小齊取笑
開場不久，陳昇已很亢奮，把咪座

當成鋼管摩擦，更舔咪高峰，之後有女
粉絲上台獻花，他即走上道具樓梯，叫
對方先向結他手獻吻，結果該女粉絲真

的強吻結他手，嚇得
陳昇不停拍心口，其
後又穿起古裝走下台
與觀眾握手，有歌迷
遞啤酒給他，他笑着
遞回給觀眾。不過，
陳昇的古裝扮相被嘉
賓任賢齊（小齊）取
笑像陳百祥（阿叻）
，他即指自己是劉青

雲，又戲稱本想請舒淇來，沒想到來的
是她的鄰居小齊。

在答謝主辦機構時，陳昇自嘲是賠
錢貨，希望主辦方不要賠太多。安哥時
他唱出黃品源的《你怎麼捨得我難過》
，台下有觀眾跟着合唱，陳昇卻罵大家
都把他當成黃品源，非常搞笑。

慶功宴上，陳昇表示，與舒淇是多
年好友，笑指對方很忙不能來。講到小
齊指他像阿叻，陳昇透露，曾在賭城登
台時見過阿叻。小齊曾說過怕陳昇醉倒
台上，陳昇聞言即指小齊死定了，笑言
對方請了他做台灣演唱會的嘉賓，到
時一定會把他的演唱會拿下來，唱到
天亮。

對於為何不接受女粉絲獻花？陳昇
說： 「你覺得男生會想被她親嗎？做歌
星為何要那麼犧牲？如果每個人都親怎
麼辦？而且我老婆在，我是不要命了嗎
？」

陳昇演唱會拒享艷福

氣煞安仔氣煞安仔

許志安（安仔）與謝安琪（Kay）昨以 「基
本法大使」身份出席 「基本法嘉年華2012」活動
，二人並主持開幕儀式。

BIG 4快將舉行演唱會，張衛健揚言，屆時
不是有人求婚便有人離婚；其後安仔女友鄭秀文
（Sammi）即公開叫安仔不要在演唱會上求婚，
又謂求婚亦不需要鑽戒。對此，安仔道： 「一個
女人鍾意你，不理什麼環境都會嫁你；不鍾意你
，出動10萬人圍城都不會答應。」問他是否求婚
成功？安仔表示順其自然，時機到就會做，但自
己不會公開求婚，就算求婚成功也不會公開講。

聖誕將至，今年不會出埠外遊的安仔表示，
如各好友有空，希望開派對慶祝。但Sammi身為
教徒要返教會唱聖詩，他笑言，這是一個不錯的
節目。

謝安琪得禮無所用
Kay 在聖誕不會開工，因聖誕當天是她媽媽

的正日生日，就算要工作，她也只選擇中午的工
作，晚上一家人會一齊吃飯替母親慶祝生日。

每年聖誕，Kay 均挑選實用性的禮物送給丈
夫張繼聰，但老公有何表示？她道： 「我不再向
他暗示了。有一年我暗示想要相機，其實只想要
普通相機，他卻買了一套高檔相機給我，自己不
會用，現在相機還是原封不動。」

許志安
覷準時機求婚

二人男子組合 Shine 昨以 「綠悠遊大
使」身份出席 「綠悠遊Clean Air Drive」
活動，二人並乘坐全球首架零排放全電動
車，環繞九龍灣至觀塘，以宣揚清新空氣
及綠色交通的重要訊息。

成員之一的又南本身患有哮喘，對空
氣微粒及花粉敏感，但香港有太多汽車，
影響空氣質素，所以他覺得今次活動很有
意義。另一成員天佑的兄姊均患有支氣管
炎，每次經過海底隧道就有想嘔吐的感覺
，他覺得該輛環保車有助改善本港的空氣
質素。雖然二人對電動環保車讚口不絕，
可惜電動車在港尚未普及，他們仍未能擁
有，如將來普及，二人定會換車。

忙拍MV
天佑是日本餐廳的老闆，對於近日再

傳出有藝人在食肆集體吸毒，問可曾遇過
有食客在其餐廳內吸毒？他笑道： 「我的
餐廳屬開放式，好難公然吸毒。」如果遇
到這樣的事，他會如何處理？天佑即慶幸
迄今未遇過類似事件。他又透露，近日忙
於拍攝新歌 MV，自己更落手落腳一手包
辦。而擔任MV男主角的又南道： 「這個
MV有很多高難度動作，例如追車、凌空
彈跳，充滿實驗性。」

Shine推介
電動環保車

張衛健張衛健

「顧嘉煇大師經典演唱會」前天上演第二場
，樂壇天王張學友續任特別嘉賓，演唱一曲《萬
水千山縱橫》。而林子祥、仙杜拉、鄭少秋、葉
麗儀、陳潔靈、張德蘭等亦上台獻唱，氣氛非常
熱烈。

張學友與經理人陳淑芬（陳太）很尊重煇哥
，當主辦人丘亞葵（Vigo）提出邀請，學友和陳
太馬上度期。為了感謝學友及陳太的支持，煇哥
先準備了一張親筆簽名的致謝卡，請丘亞葵於日
前代向學友致謝。

學友表示： 「能夠演繹煇哥的作品，我是非
常開心的。」出道已有一段長時間的學友，早給
人看成為樂壇前輩級歌手，他說： 「但是，今次
在煇哥面前演唱，我竟然有機會做回後輩，這種
感受很特別，很興奮。」

方逸華送花籃
煇哥演唱會號召力驚人，舉行六場演

唱會，預訂票竟達 12 場，一票不剩。
他每晚都會在現場與表演歌手互動交
流，為此 Vigo 安排了兩張舒服的座椅
給煇哥享用，令他舒服地觀看表
演。而一直疼錫煇哥的方逸華
除訂票支持外，於煇哥首場開
騷前更送上大型花籃恭賀。

煇哥感謝每一位支持他
的表演歌手，感謝每一位到
場觀賞節目的朋友，並說：
「這是一次難忘的美好回憶，

我會永記心頭。」

葉德嫻（Deanie 姐）鐵定於明年婦
女節 3 月 8 日至 10 日，於紅館舉行一連
三場 「葉德嫻Sing For Me 2013演唱會
」，今次標榜不需星級嘉賓助陣，不要
花巧舞台，只以靚聲會友。

求掌聲和應
Deanie 姐希望能帶給觀眾一次百分

百以歌會友，觀眾掌聲和應的演唱會，
所以立下一些戒條希望觀眾遵守，包括
不得以 Pon Pon 棒和哨子聲製造噪音、

不可亮着手機燈光營造星
海、沒有現場點唱環節、
切記準時入場、別妄想有
星級嘉賓助陣。她笑謂：
「我開完這次演唱會，也

不知什麼時候有下一次了
，所以麻煩入場的觀眾幫
幫手，我以歌會友，你們
掌聲和應，那就天衣無縫
了。我相信這也是每一位
歌手所期待的尊重和讚美
。事先聲明，大家別以為
有爆炸、煙花、超級巨星
嘉賓助陣，我也不會像特

技人般彈跳出場。我寧願將製作費花在
音響上，給大家欣賞優美的樂聲。」

主辦機構為隆重其事，找來林海峰
和星級攝影師夏永康為Deanie姐打造獨
一無二的華麗海報，他們將她收藏手襪
的嗜好變成海報 「主角」。拍攝當天，
Deanie 姐毋須梳頭化濃妝，只靠一雙手
，不過二人對她雙手所擺的甫士十分嚴
厲，結果她要舉起雙手大半天，累得膊
頭 痠 軟 。 林 海 峰 十 分 體 貼 ， 不 時 為
Deanie 姐按摩鬆弛膊頭肌肉，她也笑說
： 「沒想到海報拍攝是一項高難度的體
能挑戰，果真別出心裁。」而演唱會門
票由今天起至本月7日將作優先預訂。

葉德嫻開唱要觀眾幫手

▲煇哥（前排左三）第二場演唱會前晚圓滿
落幕

▲謝安琪（左）及安仔出席基本法嘉年華

▲Shine詬病香港的空氣質素

◀ Deanie 姐（中）拍海
報，被林海峰（左）及夏
永康搞到膊頭痠軟

▲陳昇自嘲是
賠錢貨

▶陳昇邀小齊
任演唱會嘉賓

▶丘亞葵（右）代煇哥給學
友送上致謝卡

▲葉德嫻以歌會友，更定
下開騷 「規條」

▲安仔曾勸Dicky勤加鍛煉▲張衛健押後拍劇以遷就BIG 4的工作

▲BIG 4四子聚首為演唱會度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