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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已近半年沒有在公開活動露面
的張敬軒，前晚現身中環的水晶品牌展覽活動，現場吸引近
300 名粉絲圍觀。向來愛惜粉絲的軒仔帶來喜訊，將於香港、
廣州兩地設粉絲活動中心，香港的預期在 10 月前啟用。而他多
次勸喻歌迷不要花錢送禮物，然而當晚如常豐收，禮物更是千
奇百趣，軒仔收到蕉，還收到如同紙紮的「軒公廟」，看來軒
迷和偶像一樣愛整蠱作怪。

與 歌 迷 互 相 付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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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沒露面的軒仔
透露原定會舉

行簽唱會，鑑於疫
情而告吹，現時疫情
緩和，應該會多些機會
見到歌迷，稍後會有一連串慶祝
出道 20 周年的紀念活動，詳情先賣
關子，本來沒計劃特別去搞活動，但
粉絲們真的很好又熱情，自己應該要
表示一下。

2 千呎活動中心予港迷
前陣子軒仔做完太極演唱會嘉賓後，便到
有他燈箱的巴士站拍片作為給粉絲的驚喜禮
物，奈何不少歌迷聞風而至也在場影相拍片，
為免拍攝內容曝光，軒仔拍了幾張相便離開，
他謂：「其實都有些忐忑，不想因自己去影相打
卡，讓粉絲錯覺我好鍾意而為我再做更多事，始

終我不是新人，同歌迷感情有種默契，他們來看
我開騷和見面打招呼就可以。」
一直以來，軒仔都很為歌迷着想，已準備在香
港、廣州兩地設粉絲活動中心，他表示：「不想
歌迷在疫情下租用派對房間，有時他們整燈牌都
可以有個地方用，已經為我付出時間和心機，我
也要為他們付出，（投資多少？）有限錢，但廣
州仍未物色到地方，所以香港先實行，現正裝修
階段，面積有 2,000 多呎，應該 10 月前可以啟
用。」至於他租用的5,000呎貨倉，軒仔透露這個
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主要存放歌迷送來的禮物
和自己的大型傢俬，而他的文物級舊居將會繼續
租用，並會開放給修讀建築系的學生參觀。軒仔
亦已搬到較細的新居，跟愛貓和外傭姐姐（遮
遮）同住。近日軒仔開始進行「168」斷食法，他
笑言：「因『遮遮』長期準備麵包做早餐，我一
直有水腫現象，看醫生後才發現自己對麩質敏
感，因而開始進行168斷食來調理好身體。」

明白黎明哲學性金句
最近軒仔和黎明（Leon）合唱的新歌成績斐
然，軒仔很開心可以合作，並大讚前輩工作手法
和態度認真，很照顧後輩，值得去學習，是一個
好好大哥哥，對人無微不至，笑問 Leon 有否向他
爆金句，軒仔笑道：「好得意，當面講好通好明
白，他所講的好有哲學性，只要以哲學角度去想
便會明，（他有講湊女經嗎？）無，很少談私
事，其實大家都忙，見面次數僅兩三次。」
軒仔跟歌迷「久別重逢」分外興奮，當他出席完
活動後即在社交平台限時動態上不停帖文至凌晨時
分，最搞笑是軒仔曾勸歌迷不要買禮物，送梳蕉便
可以，軒迷果然聽話送他蕉，連保鏢哥哥見到都忍
不住問「Why banana？」，十分搞笑，最有創意
的是送來一座「軒公廟」，百無禁忌的軒仔好奇用
手輕摸細看，笑言「好似紙紮舖入邊嘅」，禮物千
奇百趣，軒仔凌晨再出post答謝大家。
●粉絲聽軒仔話送梳蕉。

演繹少年版蘇樺偉勤下苦功
馮皓揚時刻對鏡練表情
香港文匯報訊 陳李妮日前以亞太婦女協會
主席身份出席，由該會主辦的《重修舊好 構
建環保社區》工作坊頒發感謝狀活動，活動假
協作學校龍翔官立中學舉行。出席嘉賓有龍翔
官立中學校長黄結馨、香港海南省同鄉協會會
長吳榮堃、執行會長刑益堯、中港專業人才協
會聯席主席何玉清、慈雲山之友社總幹事劉學
廉、AcroGrowth Consulting Limited 創辦人
李其。
陳李妮開心表示是次工作坊成績理想，大
讚《重修舊好 》活動有意義，她說：「好多
謝黄結馨校長的支持，希望學生學懂維修小
家電，再送到有需要人士手上，從而啟發及
加強環保的意識，幫到人又學習到生活上小
常識。還有關心長者亦是課題之一，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年輕一輩應重視親情、孝順的
重要，其實長者在年輕時曾為社會作出過貢
獻，我們應多些關懷他們。」陳李妮希望藉
是次活動帶動年輕人多與長者互動和溝通，
自己平時也支持有關年輕人與長者的活動。
校長老師都表示是次工作坊由專業技師教
學生們修理舊電器再送到長者家中順便慰問
探訪，但因疫情關係學生未能親自探訪。不
過這方式很有意義，許多學生從不懂處理起
居上遇到的問題 ，在學習維修過程中學生們
能嘗試到幫助家長解決壞電器，也能發掘自
己的潛力和興趣，是難能可貴的經驗，希望
亞太婦女協會繼續支持。

曾是香港學界籃球隊代表

談到全港市民支持的奥運，香港運動員
奪得一金二銀三銅創歷來佳績，陳李妮興
奮表示她都全程留意奧運，「非常支持香
港運動員，回想小時候都好鍾意運動，中
學時亦是香港學界籃球隊代表，深感作為
運動員能為自己隊伍及社區出賽都很自
豪，能在奧運國際體壇奪獎牌的運動員肯
定是無上光榮。」

●陳李妮(左六)與黃結馨校長(右六)頒發獎狀予學生。

可以努力去補救，演技就會好擔心，我練幾
多都無人可以講得到我知，好多時候都不知
自己的演繹方式好與不好，所以在現場我盡
量不與其他人溝通，想專心拍戲，因為自己
始終經驗不多，所以與其他演員即使常常見
面，但仍然不是很熟，不過大家好開心的時
候，我也會插嘴，只是始終覺得自己輩分很
低！」吳君如說過他很勤力，要返學也不停
練習，羊羊說：「因為這對於我來說是個
不簡單的挑戰，所以要經常對鏡練習，就
算去補習，朋友也一齊陪我在殘廁對鏡練
習，但演出完到這一刻，我仍然對自己演
出不太滿意！」羊羊坦言了解蘇樺偉，大
抵也只靠在他奪金牌之後的訪問，但導演
要求他與成年版的蘇樺偉要有點差距上的
變化，所以都是用電話拍低自己的樣子，
在細微位上調節。

認為運動不只是個熱潮
●左起：馮皓揚、鍾雪瑩和胡子彤參演《媽
媽的神奇小子》。

胡子彤大讚《媽媽的神奇小子》是一個
非常好的故事，道出蘇樺偉與母親於艱難
經歷的一份堅持，令大家想重新振作，為

自己做多一點。胡子彤本身是棒球員出
身，對於剛結束的東京奧運會，香港運動
員取得一金、兩銀、三銅共六面獎牌的佳
績，他也有感而發：「大家只見到運動員
風光一面，但其實運動員風光背後又是如
何呢？我由運動員轉做演員，我覺得大家
會關注運動員贏獎牌的一刻，但背後所付
出的，或者輸了後要面對的壓力，大家又
了解幾多呢？所以我有很深的感受，運動
絕不是一個熱潮，運動員不是這一刻才努
力，其實是當決定做運動員開始已經在努
力，這份精神是可以放在任何一個行業當
中，他們決定行的路已經在付出，只是有
否機會給大家見到！」
本身身形瘦削的鍾雪瑩在戲中要增肥演
出，她於 3 星期內從 50 公斤增到 64 公斤：
「當時我在另一劇組，每日花$50 飲七杯奶
昔，臨瞓之前再多食兩支甜筒，但維持了個
多星期最後身體捱不住發燒，結果只可以飲
電解質，後來就改變增肥方法，不停打邊爐
加兩日就食一大包馬仔，這樣又比較省
錢！」

胡子彤 服裝：Moncler Makeup：Bonbon@MOD Makeup Academy Hair：Sam lo @ orient4

▼陳欣妍
坦言知道
自己有懶
音。

首跟細仔看首映
翁嘉穗母子合照失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陳欣妍（Shirley）、翁嘉穗、梁麗
翹、黃百鳴、栢天男及張敬仁等，
昨日到九龍灣出席電影《反轉方舟
動物團》慈善首映禮。
陳欣妍在戲中聲演黑面孤莉
亞，她笑言自己沒表情的時
候看上去都似黑面，但對朋友
好有義氣，跟角色都有點相
似。對於自己的表現，Shirley 坦
言知道自己有懶音，覺得每個人
正常都會有幾個懶音。問到還想
再聲演什麼角色？Shirley 笑稱想

▲翁嘉穗細仔Kaspar怎麼也不肯影合照。

▼黃百鳴出
席首映禮。

配《蠟筆小新》:「因為從
小睇到大，小新會唱首大
象歌，自己好鍾意大笨
象。」
前港姐翁嘉穗昨日
偕 同 6 歲 細 仔 Kaspar
出席首映禮，當傳媒叫
翁嘉穗與兒子影合照
時，Kaspar 卻扭計拉實
外傭的手，怎麼也不肯
跟媽咪影合照。翁嘉穗
指兒子平日都不喜歡影
相，就算出席生日會都
不影相，好有性格。她
又稱還是首次與細仔一起
睇首映，之前因為疫情去
唔到戲院睇戲，因細仔今
年 9 月便升讀小一，暑假都
有幫他安排多些活動，自己
亦有要準備兒子升學的事很
忙。她又透露 20 歲的大仔
Jason 去年已回港，
本月尾再去美國讀書。

糖妹用消費券買金器

陳李妮鼓勵長幼多互動
支持學生為長者維修家電

●頒發儀式後，陳李妮與一眾嘉賓及學生在台下來個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電影《媽媽的
神奇小子》以殘奧金牌運動員蘇樺偉真人真
事改編，戲中飾演少年版蘇樺偉的馮皓揚
（羊羊）、蘇樺偉隊友胡子彤及鍾雪瑩暢談
拍攝這部勵志電影的感受。
羊羊笑言在片場，有吳君如就有好嘢食，
幸好他演少年版蘇樺偉不用減脂或增肥：
「我其實比較擔心是在演技方面，因為跑步

●糖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政府上星期開始
向市民派發 5,000 元電子
消費券，糖妹表示一家四
口都有申請電子消費券，
原本她打算用來幫弟弟換
房間的冷氣機，但弟弟很
生性不用她出錢更換，她
便改買其他東西。糖妹稱
打算用來買金器，笑問她
是否辦嫁妝？她否認道：
「近日身邊好多朋友生
B， 諗 住 買 隻 鐲 仔 送 畀
BB， 仲 有 表 哥 就 快 結
婚，諗住買定啲金器。」
糖妹近日除忙於主持
《勁歌金曲》外，還要
拍 新 劇 《 童 時 愛 上
你》，之前她為供弟弟
到英國讀書，密密接
job，她透露弟弟已畢業
並回港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