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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李幸倪（Gin
Lee）與去年獲「十大傑青」的視障女歌手蕭凱恩
昨日為港台將播出的內地劇集《喬家的兒女》的宣
傳曲《這種愛》進行錄音，並會由Eric Kwok擔任
監製。
Gin Lee和凱恩首度合唱，昨天也是初次見面，
不過二人一見如故，Gin Lee表示：「原來我們的
生日只差一天，大家都是處女座，同樣對任何事要
求好高，剛才錄音時，凱恩不停調整再試。」凱恩
表示要唱到滿意為止，並指是Gin Lee歌迷，早於
對方參加《超級巨星》開始便留意她唱歌，當年自
己還是中學生。兩人異口同聲表示希望日後再有合
作機會，可以嘗試Live演出。
《這種愛》的歌詞圍繞住親情，對離鄉別井來港

發展的Gin Lee特別有感覺，思鄉情大發：「一來
便唱『如果可以再一次一起去旅行』，這一句完全
擊中我的心，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感，因疫情下我同
父母已經兩年沒見面，大家都很掛念對方。」
Gin Lee為一解思鄉之情，早前便約了幾位
來自馬來西亞的藝人共嚐馬來西亞菜
式提早慶祝中秋節，她笑言：
「平時很少相聚，不過每
逢節日思鄉情濃，

便約埋同鄉食家鄉
菜。」
Gin Lee與張學友的合唱歌

《日出時讓街燈安睡》獲得佳績，已
有過百萬點擊，Gin Lee笑言已買了貓糧
慰勞愛貓，因牠常在家聽我練歌好辛苦，但自
己就沒特別慶祝，問到有否向學友「報喜」？她
謂：「Duncan（唱片公司高層）有跟學友報喜，
我亦多次傳短訊感謝學友，可以同他合唱好
開心同榮幸，如果成績再邁進一步，我
會鼓起勇氣請他食飯，隨他喜歡
吃什麼都可以，（合作再來
Part 2？）嘩，我內
心當然想，但要
隨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林作與鍾培生的拳賽已於上
月舉行，林作雖然落敗，但賽後獲得鍾培生近一百萬拳酬，
因其中57,000元被扣作購買拳賽門票費用，為圓百萬拳酬的
心願，林作就在社交平台拍片拍賣當晚出賽所穿的短褲，並
寫上：「各位，我在拳賽獲得94萬3千左右的拳酬，將近
57,000元被扣作購買門票費用。由於食水太深，本人決定將

當晚作為英勇外賣仔所着嘅、印有我
暱稱 Jolam 嘅拳賽短褲拍賣，作價57,000元
整，以圓本人實收100萬拳酬嘅心願。」片中只穿
內褲的他即時穿上該短褲。不過網民反應冷淡，未見有
人問津，更有網民留言指他食水更深，更有網民叫他「做人
唔好太貪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馬德鐘在劇集《我家無難事》中飾
演的角色得勤，由於自私兼自以為
是，為人又小器，開播以來招惹一
定負評，網民直指其角色未夠討
好：「成世靠阿媽靠老婆！」、
「得勤呢個角色，唔知係佢自私自
利搵屋企人笨，定係佢活喺自己世
界，真心覺得自己為屋企人好。」
雖然得勤缺點多，但內心卻關心
及緊張家人，且對前妻羽菲（唐詩
詠飾）十分着緊；加上是次馬神放
下「瀟灑正氣」包袱，飾演動作、
表情誇張、帶點心機又小器的偽大
男人，由於演得入木三分，故逐漸
成功贏回網民心，近日評論轉負為
正，大讚馬德鐘角色有孟波影子：
「馬神角色真係好似孟波，以前覺
得佢唔識做戲，原來搞笑掂！」、
「馬神勝在呢個年紀身材仲好fit，
又夠高大，都算靚仔，好適合做類
似孟波的搞笑但本身型的角

色」、「得勤其實唔係咁

差，佢對老婆好專一，只係太過自
戀又緬懷昔日光輝，成日想東山再
起，呃呃騙騙搞到神憎鬼厭」、
「馬神做慣正經角色，今次改變戲
路唔係個個慣，我就覺得唔錯」。
對於馬德鐘終獲正評，監製王心
慰（Amy姐）大表感動，並謂看到
馬德鐘為了得勤這個角色確是下了
不少功夫：「佢雖然咁有經驗，但
依然好勤力同好緊張，佢每次都會
睇返自己演成點，又成日加好多自
己諗出嚟嘅Punch Line落個角色
度，我好欣賞佢。」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李思穎）

由日本達人周奕瑋（Jar-
vis）和吳業坤（坤哥）主持節

目《#好掛住日本》，二人走遍了東
京、大阪、和歌山及京都等地，從人物、

風景及美食三大範疇，了解日本各城市在疫情下
的最新情況，從中透視日本人如何適應及面對疫情；
二人亦會化身「信鴿」，將訊息及心意帶給港人身在

日本的親人及愛人，從而連繫兩地情。
今晚播出的一集，坤哥與Jarvis將會前
往和歌山，並繼續為大家尋找美

食，包括爆汁和歌山馳名川中
島桃，殺入黑潮市場的

「吞拿魚解體操」
品嚐吞拿魚

珍貴刁

鑽位、高級和風法式料理以及和歌山頂級和牛熊野
牛。另外二人還會帶電車迷到「和歌山人氣鯛魚火
車」朝聖，以及為香港待嫁人妻送愛到日本。
節目中，他們到和歌山果園親嘗採桃滋味，品嚐美

味爆汁川中島桃，亦享受豪遊滋味，入住了一間別具
特色的貴價溫泉酒店，該酒店看似平淡但卻相當「蠱
惑」，因為浸溫泉的淋浴間採用了開篷跑車式設計，
牆壁竟可「降落」及「打開」，可以欣賞一望無際海
景。坤哥與Jarvis更品嚐高級和風法式料理，其間二人
更為食相互寸，相當大細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入行快10年的胡鴻鈞（Hubert）
將於11月26、27日假九展舉行首
個賣票演唱會，他興奮表示：「好
多朋友、歌迷經常都催促我開演唱
會，知道大家等咗好耐，一直畀心
機去製作好多屬於自己的音樂，累
積唔同演出經驗，今年係一個好時
機，希望大家都會去買飛支持我，
要多謝成就今次演唱會的各單
位。」
今次演唱會的主題《The Day

After》是由Hubert構思：「跟導
演提出是自己10年來的一個里程
碑，除了回望以前的歷程，更加係

對未來的一些展望，自己近年都不
停跳出舒適圈，去跟唔同的音樂人
合作，嘗試更多唔同的曲風，尋求
音樂上的一些突破，希望畀大家睇
到不一樣的胡鴻鈞。」
他由嘗試 R&B 的《心跳移

植》、到自嘲的《整親》、到近期
好 chill 的《今天不營業》，均跳
出一貫 Hubert 慣常慘情歌的框
框，Hubert謂：「自己任性的嘗
試，好多謝大家的支持，在今次演
唱會上都希望畀大家睇到有更多可
能性的胡鴻鈞，亦為今次演唱會寫
咗一首主題曲送畀一直支持自己的
歌迷。」

胡鴻鈞下月開首個賣票演唱會

馬德鐘改戲路 觀眾漸受落吳業坤
吳業坤周奕瑋

周奕瑋豪遊日本歎溫泉酒店

豪遊日本歎溫泉酒店

與視障歌手蕭凱恩合唱

Gin Lee稱同是處女座要求高

劇中黃智
雯與袁

偉豪終於結婚拉埋天窗，但不
少觀眾嫌智雯戲份少如配角，王敏奕解

釋因要跟住劇情發展，之後對方與袁偉豪的夫妻
戲有很多發揮。黃智雯就大讚觀眾很有想像力，連她與王

敏奕的眼神交流也不放過，說：「有人猜我們會有感情戲，又有人
讚我們似兩姊妹，其實全部不關事，始終我戲份圍繞夫妻感情戲上，稍後有

一幕要交代我經歷女人最痛（流產）。」黃智雯憶述拍攝流產戲一幕要喊到很虐心，
平時甚少流淚的她笑稱，喊了一年的眼淚，連停機後都收不到聲，要袁偉豪來安慰她，
說：「雖然我無流產的經驗，只好幻想自己失去了愛犬來演繹。」
劇中精明能幹的王敏奕高興有不少朋友讚她的演出，笑問她現實中是否也是個很叻的

人，王敏奕笑道：「我覺得自己幾叻，可以照顧到自己，但老公（曾國祥）就嫌我蠢，
我最叻就是揀了他做老公。」提到老爺曾志偉近日升職全面掌管公司節目內容，對她參
與頒獎禮得獎機會是否大增時，她說：「恭喜他，相信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看得出我的
努力，在公平的想法下自然有機會。」

劉佩玥堅稱情海無翻波
本月12日便35歲生日的陳家樂獲大會送蛋糕提早慶生，他的生日願望是疫情消退，
希望大家能早日脫下口罩和去旅行，家樂自去年3月在馬來西亞拍劇返港後已沒有再出
埠，是留港最長時間的一次。問到正日生日如何度過？家樂說：「當日要開工為新片圍
讀，我都一把年紀，很多年沒有大事慶祝，最多和家人簡簡單單吃餐飯。」笑指他已視
女友連詩雅是家人時，家樂滿頭大汗推說不懂回答，拿嫲嫲來做擋箭牌說：「嫲嫲怕到
時我沒空，所以中秋時已經封利是給我，她用台山話講『牛屙屎』，意思是好小事。」
家樂更有意打嫲嫲主意，兩嫲孫合作拍片進軍網紅界。

劉佩玥（Moon）早前在緋聞男友周志文的生日帖文上留言「要好好的」，惹來二
人已分手之說。昨日問她是否情海翻波時，Moon說：「我的感情生活無風無

浪、工作穩定，大家誤解了我的意思，知道他一個人在北京工作孤單，
幫他打打氣。」Moon稱周志文已離港大半年，最快也要到明年才

回港，雖然見面機會少了，但高興見對方工作不斷。笑指
Moon是否太久沒見周志文，被指要上成人網站調劑一

下，她再三澄清沒有上成人網站，只是彈出
來的廣告網。問她會否繼續留言鼓勵周志

文，以免網友胡亂猜測，她說：「我
不會因別人的誤解就去留言或不

留言，至於幾時會再留
言，大家就要密切留

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袁偉豪、黃智雯、王敏奕、陳家樂、劉佩玥等人昨

日到商場宣傳劇集《把關者們》。黃智雯坦言久未參與商場宣傳活動，

隆重其事穿上低胸裙亮相，能與粉絲和市民近距離接觸更有點緊

張。本為女主角的黃智雯被網民質疑戲份太少，昨日她

解釋其戲份主要圍繞夫妻，隨着劇情發展，

黃智雯與袁偉豪的夫妻戲將有很多

發揮，黃智雯更要經歷

流產情節。

為求賺盡百萬 林作賣拳賽短褲

●胡鴻鈞拍攝演
唱會海報。

●●坤哥浸溫泉睇靚坤哥浸溫泉睇靚
景好景好chillchill！！

●林作拍賣印有其暱稱Jolam
的拳賽短褲。

●袁偉豪與黃智雯
的夫妻戲會有很多

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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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樂獲大會送蛋
糕提早慶生。

●黃智雯與王敏奕的交
流令觀眾有不少聯

想。

●●左起左起：：Eric KwokEric Kwok、、李幸倪與蕭凱李幸倪與蕭凱
恩昨為歌曲恩昨為歌曲《《這種愛這種愛》》錄音錄音。。

●周奕瑋和坤哥品嚐即劏
即食吞拿魚。

●得勤對妻其實好着緊，亦是為其
角色加分的地方。

●●角色互換的胡諾言和王敏奕甚搶鏡角色互換的胡諾言和王敏奕甚搶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