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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詠珊首次跟
古仔合作，二人
有感情戲。

Man ）在電影《巴黎假期》中客串三日，飾演性格硬
朗又反叛的地盤工人，造型上花上不少功夫。她穿一
身皮衫褲，深深眼線、頭髮染了多種顏色又有紋身，
還要學騎電單車於巴黎街頭馳騁。對於最近被傳跟富
二代吳啟楠拍拖，並同車返男方家中，Janice Man 表
示大家是好朋友來的，未拍拖只在互相了解中，但就
大讚男方是個幾好的男仔。

文詠珊日前接受訪問時笑言，自己在電影中的一身造型花了她
很多時間準備，師傅在她的頸和手畫紋身要兩、三個小時，
試過有一日回家洗澡發現紋身化開，嚇得她立刻要似打石膏般包
有紋身的部位才敢洗澡，至於要染粉紅及綠色頭髮所用的顏料，她
足足清洗了半年才把頭髮洗乾淨，而她亦特別去學騎電單車，做到
上車的動作和神態也要神似，還要載古天樂於巴黎街頭穿梭。

濕吻古天樂不用「暖身」

關之琳

陳泰銘

■ Janice Man 亦
否認跟內地演員
葉祖新拍拖。
葉祖新拍拖
。

爾冬陞被「橫漂」人堅強打動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友菊 山東報道）導演爾冬陞前日攜電影《我是
路人甲》主創人員到山東大學進行點映，在隨後的導演見面會上，爾冬陞與在
座學生分享了眾多拍攝故事。他坦言被「橫漂」人的堅強所打動，並稱現實中
比戲中的導演嚴厲十倍，「戲演得不好不是演員的錯，是導演不會導。」
爾冬陞表示自 2012 年準備拍攝，在調查、了解的過程中，自己被越來越多
「橫漂」人的堅強所打動。影片中的覃培軍曾經歷過煤礦塌方，自言「如今能
在太陽底下活，我覺得我已經成功了。」現實中覃培軍5歲喪母，10歲喪父，
自小便一個人上山採草藥，稍稍長大便去鐵礦、煤礦工作，最後來到橫店敬業
幹群演。
爾冬陞多次強調，「橫漂」不等於「北漂」，他們平均年齡普遍偏小，很多
都在 20 歲以下，而且大部分不是科班畢業的大學生，「他們到任何一個城市，
可能都會是打工人員。」
在拍攝該片之前，萬國鵬、王婷等演員都是名副其實的路人，默默無聞，在
各個劇組中做群演，拍攝完這部影片之後，他們獲得了大批觀眾的喜愛，對
此，爾冬陞直言：「我不可能把你們捧紅，而頂多是幫你們打了知名度，紅與
不紅是觀眾說了算。」同時，他也相信，在拍攝這部影片的過程中，演員們也
都成長了，無論他們以後是否要從事演藝事業，相信他們都將會走好自己的
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汪明荃(阿姐)、羅家英、阮兆輝、尤聲普及陳
嘉鳴等，昨日出席《福陞粵劇團 27 周年》記者會，並宣佈將於八月五至九日，
假文化中心公演六場精選戲寶，阿姐更獲國學大師饒宗頤送上「響遏行雲」的
字畫，祝賀演出成功。昨日阿姐與老公家英
哥以黑白情侶裝亮相，活動上二人又恩愛拖
手影相，阿姐表示劇團有四十多齣劇目，實
在難於取捨。專程由橫店回港出席記者會的
家英哥，被問到為何 27 周年才舉行活動？他
大爆之前 25 周年時已想慶祝，但一直申請不
到場地，不過今次可以跟老拍檔合作都好開
心。問到他們對哪套戲寶有最多回憶？兩人
異口同聲表示是《穆桂英大破洪洲》。
此外，阿姐主演的無綫新劇《風雲天地》
首集收視最高有 29 點，她滿意地說：「呢套
劇幾好睇，但內地版本無了孫興，故事無咁
完整，香港版就完整些，而且選角好好，配
■汪明荃和羅家英展示國學大 搭亦新鮮，估計香港觀眾會受落。」家英哥
師饒宗頤送上「
師饒宗頤送上
「響遏行雲
響遏行雲」
」的 自爆已看過整齣劇，同樣大讚配搭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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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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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啟華公私分明 稱不會愛上拍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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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友菊 攝

汪明荃孖老公演大戲

望兩年內出寫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關之琳（之之）與名媛
馬梓詠合作推出美容品牌 RK，昨晚舉行簡介晚宴。之之
穿上黑、白露肩裝 fit 爆現身，其台灣富商男友陳泰銘也
有出席，亦是二人首度在港公開一起亮相，當之之剛好
做完訪問來到跟向華強夫婦及男友大合照時，陳泰銘一
直微笑望之之，二人雖沒站過在一起，但合照完畢，
陳泰銘的目光仍沒離開過之之身上。
之之心情大靚暢談全新成立的 RK 美容品牌，她解構
RK 是其英文名 Rosamund Kwan 的簡稱，不過今次投資多
少則不允透露，但很高興自己的「first baby」終於誕
生。笑問用了其品牌護膚品是否會像她般漂亮？之之笑
說：「那還用問？」笑問有否跟「未婚夫」分享？之之
甜笑說：「有，男士也可以用，但我多數介紹給女性朋
友。」再問她可以叫未婚夫，是否已經舉行過儀式？之
之不置可否笑說：「她(記者)這樣講，那我就這樣答。」
提到之之除了有防腐心得去護膚之外，是否也加上有愛
情滋潤？她笑指這最好不過，又問到是否覺得自己已經
完美？之之笑說：「我怎好意思答這個問題呢？其實好
多人都問我的護膚心得，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如果今
次產品成功又反應好的話，可能會出書寫下心得給大家
分享！」會否考慮出寫真？之之不諱言有這想法，會有
文字和靚相去分享，不過以她向來的慢動作，希望兩年
內成事。談到最近羅霖也出寫真？之之答謂：「哦，也
ok，不過我不是拍那些寫真，是感性和生活化一點。」
楊小娟一個人到賀，她表示老公呂良偉在武漢拍戰爭
片，並在戲中扮演將軍。而其12歲兒子從全世界 30位學
童中獲選中到美國西點軍校受訓個多月，她指兒子本身
130多磅體型較胖動作較笨，不過可能他對槍械有認識又
對答不錯才給選中，但他遺傳阿呂的扁平足要跑一公里應
有困難，不過，仍想他去接受挑戰。小娟亦指得兒子一個
他很孤獨，努力想多生一個陪他可惜仍未成功。至於她也
將會與之之的品牌有合作，以互聯網協助推廣到內地。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李 慶 全 ） 文 詠 珊 （Janice

談到首次跟古仔合作時，Janice Man指二人有感情戲，其
中一場要她表現勇敢衝向古仔大膽地錫他一啖，來了一個法
式濕吻。笑問拍攝前有否先「暖身」？Janice Man 笑說：
「沒有呀，大家都專業，他又是男神來！」她更大讚古仔對
她很照顧，之後有工作也推介她，也知道未來兩人會再有合
作機會。
另對於最近被傳跟富二代吳啟楠拍拖，並同車返男
方家中，Janice Man連聲否認說：「沒有、沒有，好
朋友來的，我們未拍拖只在了解中，他是個幾好的男
仔。」她坦言跟對方認識有一段時間，又代為澄清對
方並不是富二代，她笑說：「現時總之在我身邊出現
的都被形容為富二代，不過他的確好勤力好值得學
習，從他身上學會了很多，他也教識我很多東西，我
們都在互相了解當中！」
至於又有傳跟拍《蜀山》的內地演員葉祖新拍拖，
Janice Man笑指對方在劇中是她的「閨密」，有次知
他來港便約在機場見了個面，並一起飲下午茶，怎料
卻給傳媒拍到。

關之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吳啟華、蔡思貝、李
施嬅與賴慰玲等人昨日出席無綫新劇《純熟意外》造
型，每年拍一劇的啟華表示下半年會返內地開工，早
前無綫曾找他開工也推掉，覺得今次劇本角色吸引才
答應拍劇。
剛過去的父親節，吳啟華表示與父母吃飯慶祝，早
前也到長春與女兒見面吃飯，他笑道：「女兒送了一
條短褲給我，可能想我帶她去游水，暑假完結前也會
一家四口去沖繩享受陽光與海灘。」劇中啟華與蔡思
貝有一段曖昧關係，取笑他的拍檔愈來愈後生時，他
笑道：「甚麼年紀的男人都喜歡 20 幾歲的女仔，觀眾
也一樣，我又襟老一些呢。」笑問啟華有沒定力不被
有「發電廠」稱號的思貝迷倒，他說：「好呀，我喜
歡女仔多電力。」不怕與思貝傳父女戀緋聞，啟華
說：「不會，我都一直是父女戀，之前的都相差 21
歲，年齡不是問題，最重要是夾得來。」提到鄭嘉穎
與陳凱琳也發展父女戀，啟華即恭喜道：「是否那位
很瘦的港姐冠軍？不過我就不會喜歡上拍檔，公私分
明比較好。」

爆嘉穎送蛋糕賀陳凱琳牛一

劇中一人分飾三個角色的李施嬅，分別與啟華和黎
諾懿有感情戲，她坦言讀書時看偶像啟華做戲，對他
演的《倚天屠龍記》最有印象，問她與啟華有沒親熱
戲？她說：「未知有沒有，但與黎諾懿會有一些，但
我反而不想跟他錫，因為我們太熟會尷尬。」提到日
前汪明荃點名讚李施嬅在《風雲天地》中表現好，她
說：「之後我會更努力，因為個個都知阿姐讚我，如
果我表現差就令大家失望。」
賴慰玲日前有份出席陳凱琳的生日會，鄭嘉穎也現
身為壽星女慶祝，她笑道：「因為大家沒有溝通，所
以有三個生日蛋糕，其中一個是嘉穎送的。」問到相
片意外曝光有否帶來不便？她說：「不會，不是見不
得光的事，又不是甚麼秘密。」賴慰玲稱當晚大家也
傾回拍攝《殭》劇的趣事，是否有意借相公開戀情，
她相信他們二人是普通朋友，沒有特別關係要公開，
希望大家多給空間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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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卓羲戴孝復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吳卓羲（Ron）父親日前因癌病
逝，昨日他一身黑色素服返電視城為新劇《梟雄》配音，預計此
劇將會成為今年台慶劇。現正暫停工作的吳卓羲，表示因自己是
家中獨子，要先處理好父親後事才重新投入工作，並透露父親喪
禮於七月中舉行。問到現時心情如何，Ron 說：「OK，都有傷
心和不開心，始終和爹哋
很 Friend，但無辦法，都
不想他太辛苦，家人都傷
心。」提到吳父生前有做
生意，問 Ron 會否繼承父
業棄影從商，他說：「其
實爸爸早已半退休，生意
也已交給親友打理，姐姐
和母親則負責管數，我自
己就不是做生意的材
料。」
另外，有傳今年滿約的
吳卓羲想離巢，他表示近
日有跟高層如樂易玲、曾
勵珍等見面，大家有提出
續約條件，他說：「最好
是香港和內地兩邊都兼顧
到，但公司又有自己立
場，讓我出去就沒有這麼
多時間在公司，所以大家
■吳卓羲一身黑色素服返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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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在協調中。」

泳兒獲葉玉卿讚性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泳兒（Vincy）昨日聯同師妹陳凱彤
出席品牌頒獎典禮，Vincy透露會表演《擋不住的風情》。問到可
有現場表演新歌給男友睇？Vincy說：「好耐之前有跳過，我通常
好少會跳畀自己人睇，因
為在他們眼中好難感覺到
性感，因為太熟。（男友
見到你行性感路線咩
Comment？）佢都好勤力
幫我髮型上盡量可以騷出
性感一面，呢個金髮同髮
型都係佢諗。」Vincy 又
透露人在加拿大的葉玉卿
也有搵人傳話，讚自己。
因為好多活動的客人都叫
她轉唱這歌，要 keep 住靚
身形，多做運動。她又透
露第二 plug 都是新歌，有
性感兼舞蹈等元素，是夏
日性感。
至於新人陳凱彤則表示
正學泰拳，從高峰期到現
在減了五十多磅。
■泳兒聯同師妹陳凱彤出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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