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連 15 場《汪明荃 45 美麗娛樂世
界》前晚在新光戲院開鑼，座無虛席。阿姐獲何韻詩

、樂易玲一家、曾華倩、王祖藍與女友李亞男等現身支持，
場外也擺滿劉德華、張敬軒、謝霆鋒等送來的花籃，場面墟冚。

特別日子．特別場地
阿姐創先河成為首位藝人於新光舉行個唱，就連開場也非常創新，破

天荒在觀眾席中間先現身與觀眾握手，令觀眾驚喜萬分。她直言，為見證自己入
行45年，遂於特別日子挑選了特別場地，希望稍後的歌、舞，大家會喜歡。說罷，阿
姐脫去黑白色外套，變身成百老匯歌手載歌載舞，一身閃片低胸連身裙配搭起吊帶絲
襪，不時扭動腰肢、臀部，顯得性感誘人。完成十分鐘的舞蹈後，她再於台上換裝，繼
續獻唱多首經典金曲。

阿姐在過去45年的事業生涯中，精挑細選其中一個最值得回味的獎座——1981年在
香港電台第三屆十大中文金曲獎《京華春夢》的獎座，與觀眾分享。期間又播出短片，
有陳豪、馬國明、楊怡、曾志偉、古明華、福祿壽（阮兆祥、王祖藍及李思捷）等多位
藝人講述對阿姐的感覺，當中以王祖藍說： 「阿姐出道45年都唔使拉面皮同打botox，
都係咁靚！」最為搞笑。

其後阿姐以一身紅色打扮勁歌熱舞，演唱《熱咖啡》及《迷人Pink Lady》，之
後與舞蹈員表演大熱舞蹈 「Gangnam Style」，掀起高潮。最後阿姐以一曲《勇敢
的中國人》為演唱會作結。其夫婿羅家英前晚也有到場支持，不過昨日他已離港到

外地工作。

樂易玲：林峯冇扭計
另外，樂易玲跟丈夫及兩名兒子現身捧場。談起有指林峯失落獎項扭計罷拍劇集，她帶

笑說，林峯身在內地沒有扭計，明年將會拍攝新劇。問到有否安慰對方？樂小姐愕然地說：
「點解要安慰佢？（因為佢係你契仔？）點會係我契仔。（應該係 『親生仔』至啱？）我兩

個親生仔喺裡面！」她直言，每個頒獎禮也有人想得獎，拿不到的人會失望、失落，暫時不
好打擾對方，大家想得到視帝，畢竟拿了就身價升百倍，或明年努力吧。

又有報道指，無線將安排林峯攞勁歌頒獎禮兩大獎項作安撫？樂小姐認為，別說得無
線這樣兒戲，暫時未開會，亦不知有哪首歌入圍，其實今年是她最開心的一年，因一切
與她無關。問是否因她沒參與，林峯才沒有獎項？樂小姐覺得這樣說對無線不公平

，大家都想做到公平，賽果是意料中事。惟有傳林峯、徐子珊是她和曾勵珍
（珍姐）角力的犧牲品？樂小姐笑說： 「點解要角力？珍姐資歷、地位、

權力都比我高，我入行得十年。」問到會否加林峯人工來作安
慰獎？樂小姐笑說： 「佢大把錢啦，人人都想加人工

，但要約滿才傾，佢依家身價都好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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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娛樂新聞台今晚播出的
《Star Talk》節目，邀得成龍（大
哥）擔任嘉賓。大哥曾在法國康城表
示《十二生肖》是其最後一部動作電
影，令人猜想他是否就此退休；節目
中，大哥表示： 「所有人都誤會了，
我不會就此退休，因為我還未找到一
個時機完完全全退下來。我夢想中的
退休要像占士甸般，突然間消失了，
但現在不是時候。」

取經荷里活
成龍說，他之前的意思是以後的

電影將會增加多些文戲，減少一些功
夫動作元素。新戲中，大哥身兼多職
，幕前、幕後，甚至道具都要兼顧，
他解釋道： 「因為有時我不懂表達，
唯有自己做，親力親為。」成龍又謂
，以前的人覺得電影人沒有規矩及禮貌，所以他在
片場定了一套規矩，就是嚴禁吸煙及穿拖鞋，以免
發生意外，同時善待所有工作人員，如吃飯的地方
要有瓦遮頭，這都是他以前在美國拍戲時學到的。

說到拍《十二生肖》最難的地方，大哥表示，
莫過於要說服息影多年的嬌姐（林鳳嬌）客串演出
，記得七年前有洗髮水廣告商以 1500 萬元一年找
她拍廣告，她都不答應。這次大哥花了很多時間說
服她，還將整個布景由北京移師香港來遷就她，且
所有工作人員也是她認識的，為的只是拍她一個鏡
頭。

祖名壓力大
大哥又謂，嬌姐當初很反對兒子祖名入行，她

覺得已失去了丈夫，不想連兒子也失去，其實自己
也反對祖名入行，不過他既已決定入娛圈，自己就
希望祖名什麼都懂。

成龍亦知道因為自己，令祖名壓力很大，為了
與眾不同，祖名樣樣事情都追求完美。大哥道：
「有一次我聽了他作的一首歌，歌詞完全沒有停頓

的位置，便問他為什麼，他竟說是因為想作一些有
難度、別人不能輕易翻唱的歌。」

成龍擬效占士甸消失

怪獸墜台有驚無險
五月天在五月天在 「「末日末日」」 （（2121日）後繼續在台日）後繼續在台

灣高雄開唱，並將演唱會定調為灣高雄開唱，並將演唱會定調為 「「明日重生明日重生」」
，不僅重新安排曲目，連舞台特效、服裝也全，不僅重新安排曲目，連舞台特效、服裝也全
新來過。騷上的串場電影《第二人生》更大手新來過。騷上的串場電影《第二人生》更大手
筆砸筆砸850850萬元台幣，請來言承旭與林依晨擔任萬元台幣，請來言承旭與林依晨擔任
男、女主角，影片一出即讓全場歌迷陷入瘋狂男、女主角，影片一出即讓全場歌迷陷入瘋狂
。主音阿信說：。主音阿信說： 「「一個搖滾樂團可以請來言承一個搖滾樂團可以請來言承
旭拍影片，真的是很棒的事情。旭拍影片，真的是很棒的事情。」」

樂團在舞台上展開全新樂團在舞台上展開全新 「「明日重生版明日重生版」」 演演
唱會，對於大家安然度過唱會，對於大家安然度過 「「世界末日世界末日」」 ，阿信，阿信
一開場便說：一開場便說： 「「生日快樂，今天是地球的生日生日快樂，今天是地球的生日
。原來世界沒有改變，我們還是要來開演唱會。原來世界沒有改變，我們還是要來開演唱會
。。」」 當唱到《三個傻瓜》時，五月天團員跑到當唱到《三個傻瓜》時，五月天團員跑到
延伸舞台與歌迷近距離接觸，但團長怪獸向前延伸舞台與歌迷近距離接觸，但團長怪獸向前
奔跑時，因為場地燈光太暗，他一個飛躍跳空奔跑時，因為場地燈光太暗，他一個飛躍跳空
直接跌下高達直接跌下高達11公尺的舞台，隨後怪獸在工作公尺的舞台，隨後怪獸在工作
人員的攙扶下跳上舞台繼續表演，他還挺胸表人員的攙扶下跳上舞台繼續表演，他還挺胸表
示示OKOK，並沒嚴重受傷。為了各團員的安全，，並沒嚴重受傷。為了各團員的安全，
工作人員在台下手牽手圍成一道人牆，阻擋歌工作人員在台下手牽手圍成一道人牆，阻擋歌

迷太過靠近舞台。怪獸事後表示：迷太過靠近舞台。怪獸事後表示： 「「自己只不自己只不
過是跌下舞台，滾了兩圈，又被人踩到頭而已過是跌下舞台，滾了兩圈，又被人踩到頭而已
。。」」

五月天成銷售王五月天成銷售王
阿信感性道：阿信感性道： 「「瑪雅人預言世界末日，是瑪雅人預言世界末日，是

要提醒大家時時刻刻都可能是末日；第二個要提醒大家時時刻刻都可能是末日；第二個
（目的）是要讓五月天能在這邊開演唱會。（目的）是要讓五月天能在這邊開演唱會。」」
當唱到《乾杯》時，現場放煙火近一分鐘。最當唱到《乾杯》時，現場放煙火近一分鐘。最
後演唱會在兩次後演唱會在兩次 「「安哥安哥」」 下，以《倔強》一曲下，以《倔強》一曲
在晚間在晚間1111點多完結。點多完結。

在慶功宴上，五月天宣布明年要到在慶功宴上，五月天宣布明年要到3535個個
國家和地區舉行國家和地區舉行
演唱會，而他們演唱會，而他們
的專輯《第二人的專輯《第二人
生》也獲頒生》也獲頒 1010 白白
金成為銷售王，金成為銷售王，
唱片公司特地送唱片公司特地送
上白金證明。上白金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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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寧（高Ling）和陳美詩
（Macy）昨日擔任 「亞洲遊戲
展 PlayStation Girl」評判，並
教參賽者行貓步。穿黑色絲襪的
高 Ling 單腳站擺出 「P」的形狀
，由於司儀的普通話麻麻，她更
替其解圍，以普通話訪問一眾台
灣美眉。

身材出眾的高 Ling 昨收起
「咪咪」，Macy 亦穿得頗為密

實。她們解釋稱，天氣寒冷，加
上昨日只是擔任評判，毋須性感
示人。記者笑問，二人是否刻意
不搶參賽者的風頭？高 Ling 謂
，自己也為造型花了心思，更戴
了彩色隱形眼鏡。

美詩被指似李麗珍
另外，談到 「角色扮演」，

Macy 稱，讀書時曾為周刊以該
類造型拍照，出來的效果被指似
李麗珍。至於高Ling，入行後，
便不停以 「角色扮演」的各式造
型來接工作。至於勝出者中，高
Ling 覺得獲季軍的 LuLu 樣子甜
美，猶如糖妹。席間，高Ling、
Macy 和台妹 「cosplay（角色扮
演）女神」DenKa一起擺出可愛
的樣子，高 Ling 謂，事前已溝
通過，她們做不到太複雜的表

情，對方已經遷就她們的程
度。

聖誕節將至，
二人均無須開工

。 高 Ling 近 日
捱更抵夜，希
望放假可以睡
到自然醒。至
於有否異性相
約？她謂，想
和家人過節及

陪爸爸食飯。

「宅男
女神」苟芸
慧（苟姑娘）
與梁烈唯（唯唯）
昨到九龍城出席
「大富翁華麗聖誕盛會」商場活動。苟姑娘

透露，明年有意與鍾嘉欣、李亞男、岑麗香
及王君馨等圈中好友夾 band，由於成員被封
為圈中 「處女」，因而被取笑樂隊名字應取
名為Miss Virgin（處女樂隊）。

自小有玩樂器的苟姑娘打算明年放多些
時間在音樂上，希望與圈中好友一起夾band
唱歌，並會叫王祖藍為她們作歌。笑問其樂
隊名稱是否叫Miss Virgin？苟姑娘苦笑道：
「只是你們說，都要問一下團員，因為改名

很重要。（公司支持你們嗎？）相信會得到
支持，不過組樂隊仍在很初步的階段。」

唯唯身價升
梁烈唯自奪得飛躍進步男藝員獎後

，即獲邀客串王晶的新片《黑色喜劇》
，問可有加酬勞？他開心笑道： 「應該

有，但我一向都好平，低於市價，現在只是
合理水平。」唯唯希望努力賺錢快些買樓，
因為有了安樂窩才可以成家。

提到《大太監》有意開拍續
集，唯唯坦言，監製在播大結局

當晚曾經提及。但他飾演的皇帝
角色已死？他說： 「我可以演
光緒，都是愛新覺羅血統。」
唯唯又大膽提議自己轉做太監
，奸角蕭正楠則扮演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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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電視台與時尚傳媒集團共同打造的《2012 中
國時尚大典》前晚在北京電視台大劇院舉行。當晚是北京
今年入冬以來最冷的一天，氣溫為攝氏零下15度，但嘉
賓包括容祖兒、鄭希怡、黃渤、佟大為及濮存昕等都無懼
寒風，親臨助陣。

祖兒身穿黑色大襬長裙，笑容滿面。作為香港時尚藝
人的代表，她向媒體說出了自己對時尚的見解： 「時尚其
實是一種態度，它使我們內心永遠保持積極的狀態，做最
好的自己。比如今天，天氣這麼寒冷，但我看到來的每個
人都很頑強，笑得依然很燦爛，並沒有因為寒冷而讓自己
不漂亮，我覺得這就是時尚精神。」

祖兒闡述時尚精神

新光開騷慶入行新光開騷慶入行4545年年

阿姐阿姐扭腰擺臀魅力足扭腰擺臀魅力足

▶苟姑娘
計劃明年
組樂隊

▶阿姐落力表演，
果然寶刀未老

◀苟姑娘（右）與唯唯出席商
場活動

▲祖兒（中）認為時尚是一種積極的態度▲祖兒（中）認為時尚是一種積極的態度

▲怪獸在重生騷裡中▲怪獸在重生騷裡中 「「頭頭」」 獎獎

◀◀五月天在慶功宴上公布明年五月天在慶功宴上公布明年
開騷大計開騷大計

◀美詩（左）扮
可愛甫士

▲高海寧（左）▲高海寧（左）
教參賽者行貓步教參賽者行貓步

▲成龍（右起）及阿嬌其實不想祖名入行

▶成龍（左）接受無線收費台訪問

▲阿姐（穿紅色晚裝）▲阿姐（穿紅色晚裝）
首場新光騷，獲首場新光騷，獲
多位圈中好友捧多位圈中好友捧
場場

▲阿姐（右）表演勁歌熱舞▲阿姐（右）表演勁歌熱舞

▲樂易玲▲樂易玲
近日無與近日無與
林峯聯絡林峯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