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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豪
陳茵媺靠視像解相思

啟程橫店拍劇 伍詠薇信小別勝新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 陳豪、苟芸慧、葉翠翠、龔嘉欣等一班《金枝慾孽貳》的演員於昨日啟程到
橫店展開一個月外景拍攝工作，伍詠薇有老公練海棠送機，幸福滿瀉。而傳過緋聞的韋家雄與葉翠翠被傳
媒要求合照時，一臉尷尬，還被伍姑娘取笑戲弄。至於其他主要演員鄧萃雯、蔡少芬則未見隨行。

在戴上帽子以黑衣打扮現
劇中要剃頭演出的陳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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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他因經常剃頭以致皮膚
敏感，需要搽藥膏，問他會
否找女友陳茵媺代勞搽藥
膏，陳豪甜笑謂：「自己的事自己做，(不喜
歡女生溫柔體貼服侍嗎？)唔係，不過拍清裝需每兩日剃頭一次，好似刷
牙一樣，唔通叫人幫我擦牙，雖然開心也不會叫人做。」
昨日不見陳茵媺來送機，陳豪表示對方要開工，又有咁多人，自己都係
開工，大家會明白，所以在這一個月，有工作在身的女友也不會來探班，
問他是否每日一電？陳豪笑眯眯說：「差不多，會在網上聯絡見下面，(心
掛掛？)OK的，(你會否悄悄回港探女友？)唔得，今次外景要拍攝多
個大場口，只怕時間不夠。」陳豪透露女友已病癒，沒有問題。

夫妻共同目標搶錢
伍姑娘要與老公小別一個月，她開心說：「佢一定來送機，這段時
間他留港坐鎮打理美容生意，也不會來探班，總之一個做娛樂，一
個做生意，大家都朝 同一件事出發，便是名成利就和搶錢，哈
哈。」有指伍詠薇可以回復自由不受束縛，她點頭說：「係呀，我
都寫 個計劃，不過係交畀製作部安排，其實兩公婆孖公仔咁多年，
有時需要各自空間，但我們都不會刻意，好似因工作關係分開一、兩
個月也是好事，一定會互相牽掛，(老公會否突然現身眼前，送來驚
喜？)佢咁做都唔奇，我們經常做核突 ，你們想得出來，我倆都應該
做過。現在人大 ，不會浪費時間，工作也很重要。」

■陳豪表示因經常剃頭
以致皮膚敏感，需要搽
藥膏。

雖然坐經濟客位，但行李重量與坐頭等機艙一樣，超重情況嚴重，她笑
言：「要罰便罰公司，不過跟同事合作得很開心，此行有一半心情是旅
行。」
葉翠翠和苟芸慧也是頭一次去橫店，所以帶備了很多東西，同樣「超
重」收場，翠翠以帶大量日用品為主，卻沒
有留意消暑食品。而自稱「婆仔」性格的
襲嘉欣表示樣樣執齊，甚至廁紙都有，
又有請教人解暑方法，屆時會跟大隊
一起分享。
■苟芸慧頭一次去橫店，所
以帶備了很多東西。

公練海棠
■伍詠薇有老
瀉。
送機，幸福滿

執拾細軟大陣仗
伍姑娘首次踏足橫店，更帶備大量面膜，像洗頭水也有3套，她表示

鄧紫棋 工作時滴酒不沾

難再做朋友

連詩雅拒請曲赤看舞台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連詩雅
(Shiga)之前與舊愛曲赤的陳年慾照被刊登，
稍後演出舞台劇的她表示會邀請身邊朋友
捧場，但當問到會否邀請曲赤時，她直言
與對方已無偈傾，暗示對方已不是朋友。
昨日Shiga聯同董敏莉、梁奕倫、陳仕文
及文傑聰出席舞台劇《波音情人》記者
會，反串成女人裝胸作勢現身的梁奕倫，
被Shiga及董敏莉不停胸襲，當俯身影相時
更露出攝在胸部裡的大堆廁紙，十分搞
笑。而董敏莉就即場與兩位對手陳仕文及
文傑聰隔 膠片互咀，意識十分大膽。

當 觀眾咀有壓力
首次演出舞台劇的Shiga，透露劇中飾演
日系空姐，故劇中會有日語對白。她表示
媽咪是日文翻譯員，事前已向媽咪請教學
了幾句日文。之前她在電影中同樣飾演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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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並不乏床上戲，問到這次又會否有床
上戲？她表示沒有，但與陳仕文及文傑聰
會有咀戲，她擔心地說：「我第一次在咁
多人面前錫，加上要演出兩個鐘頭live，我
中文唔叻，記兩個鐘頭對白有些驚，要用
多些時間背對白。」問到會否邀請朋友捧
場？Shiga表示會通知所有朋友，再問到可
會邀請舊愛曲赤？她說：「身邊朋友都有
聯絡，(他不是朋友？)我們都無講說話。」
暗示對方已不是朋友。之前因與曲赤的親
密慾照被流出，事後shiga在記者會上喊
爆，問到現時的心情平伏了沒有？Shiga
說：「心情已無咩，而家專注工作。」董
敏莉與兩位男演員同樣會有咀戲，她笑
說：「即是間接同Shiga錫。」她笑言演出
時會有法式濕吻，正擔心咀得太勁會變孖
潤腸咀。她又稱近日禽流感高峰期，怕會
交叉感染，是以近要多吃維他命C打底。

戲中有七成也是鬥車、追車
的鏡頭，動用數十輛車得以拍
攝完成，而當中駕車最多的演
員就是余文樂，他在此片當中
有八成時間也是待在車上，絕
對是名副其實的「車人合一」。
黃秋生則笑說幸好自己不用駕
車，因為他對車的興趣不大；
反觀樂仔則非常愛車，因此對
於鄭保瑞導演安排這個角色給
香港文匯報訊 余文樂（見圖） 他感到非常高興。余文樂笑謂
新片《車手》將於6月21日上 當初在看劇本前，導演跟他說
映。電影更將於8月在歐洲舉行 他的角色是警務人員，他簡直
首映，能獲得此片首映播放權 有點沮喪的感覺，心想：「又
的是2012年瑞士洛卡諾國際電影 做警察？」及後知道原來是叫
節，電影節將於8月1至11日舉 他做隱形車手，他便覺得相當
行，其間《車手》將會於洛卡 有趣，即時醒神！因為樂仔愛
諾當地最盛大的Piazza Grande露 車比愛女的程度更甚，他自己
天廣場播放，場內能容納10,000 也曾經形容：「男人愛車，就
位觀眾。鄭保瑞、黃秋生、余 像女人愛鑽石一樣，你不知道
文樂獲悉後亦大感興奮，更表 為甚麼，反正就是會被它吸引
，令你對它死心塌地，可能
示未試過近10,000人一起看電影
是出於那種控制慾吧？」所以
這個盛大場面，非常心郁郁想
去試一試，不過由於他們8月均 他認為自己愛車的熱愛程度比
有工作在身，暫時未能確定可 談 戀 愛 更 甚 ， 簡 直 有 車 萬 事
足。
否到瑞士與當地觀眾會面。

遊西班牙沒豔遇
Mandy 遊西班牙沒豔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植植)名模Mandy
Lieu（見圖）昨日以性感打扮出席智能
咖啡機產品發佈，活動上，鍾愛咖啡香
的Mandy更於台上向拉花達人FelixWong
請教如何用咖啡機表演拉花藝術。剛從
西班牙回來的Mandy表示當地人好熱
情，可惜沒有豔遇。

吳若希 帶新碟回鄉探親
■反串成女人裝胸作勢現身的梁奕
■反串成女人裝胸作勢現身的梁奕
倫，被連詩雅及董敏莉不停胸襲。
倫，被連詩雅及董敏莉不停胸襲。

《畫皮2》揭幕上海電影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 穎而出，分別來自英國、美國、法
報道）第15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組委會 國、澳洲、西班牙、巴西、中國等15
7日宣佈，由新銳華語導演烏爾善執 個國家。其中包括中國導演黃磊的短
導，匯集了趙薇、周迅、陳坤、楊 片作品《老男人歷險記》、奧斯卡入
冪、馮紹峰等眾多人氣明星的東方魔 圍短片《尋子》（RAJU），以及意大
幻愛情電影《畫皮2》將作為開幕影 利國寶級演員瑪莉亞．嘉西亞．古欣
片，揭開本屆電影節的大幕。6月16 娜塔執導的第一部短片《教師》。30
日晚，導演攜影片主創將亮相開幕式 多部風格各異的入圍短片將競逐最佳
紅地毯，並在當晚的大光明開幕式分 短片、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演
員、最佳喜劇、最佳懸疑片、最佳動
會場上與觀眾見面。
另外，三位享譽國際的優秀電影人 畫片、最佳紀錄片、最佳公益短片、
將出任此次手機電影節的國際評委， 觀眾大獎等十大獎項。
此外，今年手機電影節期間，將創
其中，台灣地區著名導演、演員鈕承
澤將出任評委主席一職，另外兩位國 新推出的「愛上海」城市微電影、
際評委是馬來西亞電影導演陳翠梅和 「女性微電影」系列短片、年度最佳
中國著名演員、導演杜家毅。
網絡微電影評選和「中國達人秀」微
據上海國際電影節組委會透露，經 電影項目等四大特別呈現單元，將首
過層層篩選，30多部手機短片作品脫 次納入手機短片評選系列活動。

內蒙古原生態作品《草原女孩》快殺青
【本報記者何斌、張冠華、實習記
者楊紅玲內蒙古電】 內蒙古首部原生
態藝術人生作品《草原女孩》在赤峰
市拍攝，並將於近日殺青。這部作品
的女孩其其格，今年21歲，她用原生
態的手法演唱草原歌曲，是90後的鼎
力之作．該作品共分上下兩集，將於
近日與觀眾見面。其其格曾獲得烏珠
穆沁全旗歌唱原生態比賽第一名、北
京市奧特來斯青年歌手大賽最佳人氣
獎、北京市「歌唱祖國六十年大慶」
合唱比賽（領唱）特等獎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慶全)鄧紫棋
（G.E.M.）（見圖）前晚以表演嘉賓身
份出席於跑馬地馬場舉行的「Music
Rocks the Valley」
，但前晚依然有賽事
進行，不過很多馬迷仍被阿G.E.M.的
演出吸引。G.E.M.坦言是首次在馬場
演出，她倒沒想過趁機下注買馬，只
是小時候有貪玩去猜哪匹馬會跑出，
曾經都有試過猜得中，反之前晚她就好關心馬場會有甚
麼好東西吃，因她整天未有進食。
G.E.M.笑指演出時也曾擔心過馬迷會只顧賭馬不會理
她，怎料馬迷的熱情又是她意料之外。不少馬迷摸 酒
杯底看賽馬，G.E.M.笑指自己工作時從來滴酒不沾，怕
醉酒會失禮人前，但緋聞男友林宥嘉有否看過她的醉
態？G.E.M.笑笑口指不好提對方了，或待她下次飲大兩
杯再放膽講他，之後的話題她都避談緋聞男友。

另外，全國第四屆少數民族文藝匯
演將於本月12日在北京國家體育館舉
行開幕式。受第四屆全國少數民族文
藝匯演組委會的邀請，五彩呼倫貝爾
兒童合唱團將作為內蒙古自治區兩個
受邀演出團體之一，在開幕式上表演
合唱《夢中的額吉》
。
還有，美國瑰寶舞蹈團6月12~13日
將在內蒙古呼和浩特保利烏蘭恰特大
劇院上演《美國舞蹈巡禮》，向中國
觀眾獻上一場蘊含了美國文化的舞蹈
盛宴。

香港文匯報訊 吳若希(Jinny)
（見圖）於五月底時推出了第二
張個人專輯。心情緊張的
Jinny，特意和高層抽空到唱片
店巡查，童心的她一看到自己
的大poster就興奮不已，搶 要
在上面簽名留念。Jinny新碟旋
即登上唱片連鎖店的第一位，
獲悉後感動地說：「得到大家
的支持很開心，知道公司的老闆同事為她落力宣傳，辛
苦了大家，要請食飯慰勞。」近日因為工作太忙而且精
神緊張，導致失聲，醫生說她聲帶勞損，需要小休幾
天，就乘機帶同新碟回鄉探親及休息，Jinny說：「下星
期回港要繼續努力宣傳活動，不讓大家失望。」

何韻詩 被歌迷催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何韻詩(阿詩)（見圖）早前
在內地忙於為舞台劇《賈寶玉》作巡演，即使上月10日
是阿詩的生日仍要繼續演出。直到本月阿詩返港，香港
歌迷十分有心地為阿詩舉行派對，補祝生日。席間歌迷
為阿詩準備生日蛋糕，又送上不少生日禮物。而剛巧本
年亦是歌迷會成立10周年，歌迷們特寫了一封信予阿
詩，內容是這10年內的心聲，並向阿詩承諾無論過了幾
多個10年，他們都對阿詩不離不棄，阿詩聞言後即大
笑，但也被發現她感動得眼紅紅。
問阿詩的生日願望，她笑說：「今年都30有幾，看東
西的角度唔同了，現在求生活舒服，不太追求名利，並
幸得家人朋友的支持。」但隨即被現場歌迷催婚大叫：
「我們心願是妳成家立室。」看來歌迷都為偶像的終身大
事而 急。又，早前阿詩得到華語電影傳媒大獎的最佳
女配角獎，她坦言有機會拍戲會好好珍惜，並望其演技
能得大眾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