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娜 首爾直擊）韓國
人氣樂隊CNBLUE隊長鄭容和主演的新劇《三劍
客》昨日在首爾Imperial Palace酒店舉行製作發
布會，其他男、女主角李陣郁、梁東根、鄭海
仁、徐賢真和柳英仁，以及導演金炳秀和編劇宋
在貞都有出席。容和今次首度挑戰古裝劇，他也
曾擔心過應付不來，但隨着不時與導演溝通，拍
攝期間他突然開竅，即時武士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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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會開始前，先播出5分鐘精彩片
段，飾演江原道武士朴達香的鄭

容和在片中有騎馬和打鬥的場面，分外
刺激。及後，他穿着灰色條子西裝，與
飾演昭顯世子的李陣郁攜手亮相，而老
戲骨梁東根除聽着音樂現身外，拍照時
又扮鬼扮馬，分外搶鏡。
今次是鄭容和首度挑戰古裝劇，他表
示不論拍時裝或古裝劇，都是先看劇
本，當他收到《三劍客》的劇本時，單
看劇名已非常驚訝，因為該劇改編自法
國同名名著，看了劇本後更被故事吸
引，非常想出演朴達鄉一角，指角色無
所畏懼，有義氣，年紀又與自己貼近，
強調是第一次有這種非演不可的感覺，
直言：「就算最終沒機會出演，可以看
到劇本也很開心。」他透露接拍後曾擔
心過應付不來，第一次進劇組時感覺很
陌生，但隨着不時與導演和編劇溝通，
拍攝期間某一天突然開竅，真的融入了
角色，好好享受拍劇的樂趣，還開玩笑
說：「現在更習慣穿古裝布襪。」導演

金炳秀也讚容和認真，又謂當初選角
時，是着重演員有沒有熱情。
劇中容和與飾演三劍客的李陣郁、梁

東根和後輩鄭海仁有不少對手戲，但他
自爆拍攝初期都是獨自在江原道拍攝，
所以特別想念前輩們，第一次與三劍客
合體拍攝後，大家一起去吃豬肉湯飯增
進感情。問到作為偶像參與戲劇演出，
他表示拍攝時完全沒有想過自己是偶
像，只想着如何演好角色，即使剛開始
時有點爛，他亦會努力放下偶像包袱。

李陣郁領導能力增強
之前憑《Nine: 9回時間的旅行》男主
角一角而廣為人識的李陣郁今次再度夥
同《Nine: 9回時間的旅行》的導演及製
作班底合作，問到有否感到壓力大時，
他表明完全沒有壓力，反而因為工作人
員都認識，是拍劇以來最輕鬆的一次。
他又強調《Nine: 9回時間的旅行》和
《三劍客》是兩部完全不同的劇集，希
望大家不要將兩部劇作比較。談到與各

位男演員合作如何，他讚容和演出時真
的如角色般有氣魄和勇氣，自己作為前
輩，也忍不住被對方的魅力刺激到。他
則透露自己拍該劇最大的得着是增強了
領導能力，因為他作為世子，要帶領大
家。訪問期間，他亦非常照顧後輩鄭海
仁，叫大家多多關照他。

第二部將在中國拍攝
另外，老戲骨梁東根也覺得角色與自

己非常相配，表示以前多演憂鬱、灰暗
的角色，難得今次角色性格明朗，演得
非常愉快，唯一擔心是自己發音不好，
因為眾所周知他發音麻麻，而且古裝劇
有特別的語調，幸好大家都讚他演得不
錯。
《三劍客》將於8月17日首播，該劇

是三部曲的首部，作家宋在貞希望在兩
年內拍完3部，而導演金炳秀則表示第
二部有很多場景要在中國拍攝，較難估
計，但期望明年2月尾可以播出，而一
眾主演也已落實出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恭碩良
前晚宣布正式加盟太陽娛樂，並於記者
會上即場演唱 5 首歌，最新派台歌
《Believe》更由女友林憶蓮負責監製，
至於金牌經理人黃柏高（Paco）原來早
於15年前已想羅致他於旗下，因第一次
聽到他的聲線已驚為天人，彼此緣分直
到今天才到來。
Paco指這次加盟是由恭碩良主動提

出，恭碩良坦言身邊跟Paco合作過的朋
友也一致好口碑，便促成了合作。不過
Paco簽他後想他主力拍攝電影，恭碩良
也指朋友說他向來「搞鬼」，且拍過
《同門》一片後也有戲癮，但會逐步
來，他也不會刻意選擇角色類型，畢竟
自己還在學習當中。

恭碩良公開憶蓮為其音樂監製，是否
意味二人感情關係已很穩定？他表示彼
此都曾合作過，主要是憶蓮的唱歌經驗
比他豐富，一看歌詞便知是否適合他去
唱，也才會找她提供意見。

否認下月娶憶蓮
提到跟憶蓮將於9月結婚的傳聞，恭碩

良帶笑反問：「是嗎？有喜事我會說出
來，我又不是來自破碎家庭，但現最想
做到的是多做善事，寫多些好歌，家中
兩隻狗仔就是我的小朋友了！」另有指
憶蓮與女兒因他的關係感情轉好，他對
此表示沒這回事，他沒看過相關的新
聞，他只可說是每個小朋友開始成長要
外出多見識，身為長輩會給予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
張敬軒昨日到電台接受訪問並宣
傳10月紅館個唱，軒仔透露目前
的售票情況理想，獲粉絲支持加
開一場共3場。闊別紅館4年，軒
仔在其個唱上會兼任導演及統
籌，他又要排練歌舞因此比較辛
苦。至於會否再加場？軒仔笑指
是坐三望四，能夠加到四場就最
理想，不過這次他是希望與粉絲
敘舊，所以演唱會上沒太多「花
臣」的搞作，像上次廣州演唱會
曾談自己患抑鬱症以及人生低潮
的片段給予一同分享，今次也將
會投入類似的元素，分享他的低
潮及高潮，並會以歌曲來表現出
來。軒仔坦言在抑鬱期間曾有想
過自己生存的意義，但他強調尚
未去到有輕生的想法，只是感覺
到自己很沒用。軒仔昨日穿透視
裝，問到演唱會又會否騷腹肌？

他帶笑指不
會刻意這樣
做。
荷里活影

星羅賓威廉
斯疑情緒病
自殺身亡，軒仔表示有留意報
道，最初聽到還以為是摩根菲曼
遭人惡搞，怎知卻是真事。軒仔
印象中最欣賞羅賓威廉斯演出的
《驕陽似我》，聽到這消息也沒
太震驚，因對方一向有公開自己
是個情緒病病人，但對他的離開
也感到好遺憾。軒仔自問是情緒
病康復者，現他沒受抑鬱影響工
作，他亦希望透過一些訪問或講
座能夠將經歷跟大家分享幫到別
人，他明白抑鬱時會容易有輕生
念頭並厭惡自己，因他情況最差
的時期也曾產生過一些幻覺，所
以要及早去面對。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徐小明感恩豪情
演唱會2014 》後日
開始於演藝學院舉
行。為了是次個
唱，小明哥近月幾
乎晚晚通宵費盡心
力。原本這段期間
他要籌備開拍內地劇集，月前為此不斷往返內地開
會研討，以致休息時間也不多，甚至因為舉行演唱
會的緣故，新劇原本要去睇景亦因此要延後，幸得
劇組的體諒與配合。不過接近開騷前的這兩天，小
明哥決定「閉關」，他明白必須讓自己的忙碌沉澱
下來，要有充足體力應付舞台上的演出，將最好的
呈獻感謝觀眾。
小明哥又透露今次演唱會有不少環節，其中七個

古箏合奏，伴他演唱《七絃琴》。
今次演唱會，小明哥花了不少心力體力，他笑

說：「幸好平時體能訓練有數，所以不成問題。不
過因為最近同時間有多個演唱會進行，租借錄音室
綵排檔期相當緊張，加上今次演唱會樂隊人數眾
多，就只能安排深夜時間去夾歌、綵排直至凌晨，
實在辛苦了大家了！」

恭碩良加盟太陽娛樂

女友憶蓮任音樂監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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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敬軒曾抑鬱生幻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陳庭欣
（Toby）、翟威廉、岑杏賢及歐陽巧瑩
昨日到金鐘出席壁球活動，對於好友莊思
明哭訴被男友陳司翰暴打，Toby澄清思
明腳部的瘀傷是工作時不慎撞傷，應該不
是被打。不過，她坦言已久未與思明及司
翰見面，故不清楚二人關係如何，並大讚
司翰為人幽默。她又說：「思明有點情緒
化，我可以分得出是因為感情還是工作，
但最近沒有感覺有異，況且每對情侶都會
嗌交，外人無謂猜測太多。（勸她帶眼識
人？）她姐姐會勸啦，她應該會聽家姐
話。」
談到陳智燊及宋熙年在微博公開戀

情，Toby即着緋聞男友翟威廉一起訪

問，但男方卻說：「我沒有事要公開！
（公司給壓力？）冇，我只得經濟壓力！
（玩低調？）潮流興嘛！」對於Toby將
於本月27日生日，翟威廉笑言已送上餅
咭祝賀，任Toby自選口味的蛋糕，以免
再被批評。

陳庭欣澄清莊思明腳瘀是工傷

亞男谷胸示人

否認當激將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王祖

藍、李亞男、林盛斌（Bob）、鄭欣宜及
方力申等，前晚錄影在《Sunday扮嘢
王》上模仿其他藝人，亞男更谷胸扮台
灣「G奶」蔡依林（Joiln）又唱又跳，
而阿Bob則戴假髮兼爆衫扮F4時期的言
承旭。
對於女友的扮相，也曾扮過Jolin的祖

藍說：「我扮得勁過佢，可能佢想用激
將法，最近除了咀李子雄及張繼聰外，
又着到咁性感，(可能想激你結婚？) 我
諗會離婚囉...... 哈哈，最近好躁兼眼火
爆。」他又自爆有叫過女友加長條裙，
不過並非因太性感接受不到，是因為太
似阿婆衫。
亞男卻否認遭男友命令改裙，更指男

友叫她着短一些，可以騷長腿，她說：
「他也不會管我穿甚麼，最重要靚。」
谷胸上陣的她被問到有否加墊谷出「事
業線」？她笑說：「我已經全力以赴，

做到最好，希望有蔡依林的效果。（擔
心走光？）已做足安全措施，反而是排
舞時扭傷腳趾，但上台則不會留力。」
談到祖藍笑她用激將法？亞男認為沒有
這個必要，更指男友在她拍咀戲前已看
過劇本，也覺得合理，反而他咀過很多
女星，她也沒計較。
此外，擔任評判的方力申自言從16歲

開始，就已被指酷似石修及日本女星廣
末涼子，他笑道：「我寧願似石修，年
屆60仍可擁有一頭黑髮，羨煞不少男
士。」他又笑謂暫時雖沒有脫髮問題，
但若「出事」的話一定會植髮，因對男
人而言頭髮比外貌更重要。

■■李亞男李亞男
谷胸扮台谷胸扮台
灣灣「「GG奶奶」」
蔡依林蔡依林。。

■■張敬軒張敬軒

■一眾太陽娛樂藝人現身歡迎恭碩良的加入。

■Paco指是次加盟是由恭碩良主動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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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演武士
的容和不乏
騎馬場面。

■■容和容和（（左二左二））與與「「三劍客三劍客」」有不少對手戲有不少對手戲。。

■■右起右起：：鄭容和鄭容和、、鄭海仁鄭海仁、、

李陣郁與梁東根攜手亮相李陣郁與梁東根攜手亮相

《《三劍客三劍客》》發布會發布會。。

■■梁東根梁東根((左一左一))不時搞怪不時搞怪，，
逗笑眾人逗笑眾人。。 陳敏娜陳敏娜 攝攝

武士上身武士上身
突然開竅突然開竅鄭容和鄭容和

拋開偶像包袱首度挑戰古裝劇拋開偶像包袱首度挑戰古裝劇

鄭容和鄭容和突然開竅突然開竅鄭容和突然開竅
武士上身武士上身

■■《《三劍客三劍客》》將於月中首播將於月中首播，，劇中主演落力造勢劇中主演落力造勢。。

■■徐小明徐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