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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如果·愛》三個月擦出火花

■鍾麗緹與張倫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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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麗緹和內地男星張倫碩因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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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焯羚）香港觀眾久違了的女星鍾麗緹(Christy)

昨日攜同來自東北的男演員、歌手、模特兒張倫碩見香港傳媒，這對

湖北衛視真人秀《如果·愛》中的情侶無論外形和舉手投足都很有默
契，似乎已擦出火花，《如果·愛》變了真的愛了！不過，兩人對此不

置可否，叫大家睇節目感受他們是真還是假。 鍾麗緹 44 歲，張倫碩
小她 12 年，兩人對姊弟戀不介意，認為愛沒界限！
■鍾麗緹與張倫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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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衛視的真人秀節目《如果·愛》
湖第二季昨晚
9 點 15 分開播，六位明

星嘉賓李光洙與熊黛林(Lynn)；張倫碩與
鍾麗緹；范世錡與張檬組成三對，在經歷
一系列的考驗，製造許多浪漫的拍拖環
境，在三個月的拍攝期間，三對假情人是
否可以成為真愛人，是觀眾好奇的事。 鍾
麗緹與張倫碩早前曾被拍攝到夜間拖手，
因此傳出緋聞。昨日鍾麗緹雖沒直認這段
姐弟戀，但她對張倫碩讚口不絕，說他風
趣丶幽默，還很得小朋友喜愛，這是和他
合作節目得到的最大驚喜，感謝湖北衛視
給二人這次合作機會，別人畀錢她去拍
拖，實在開心！更希望吸引多些觀眾收
睇！張倫碩亦說與鍾麗緹合作令他很有成
功感，因他們在節目中的感覺很真，令他
感到特別心甜。

自爆女兒接受張倫碩
鍾麗緹育有三個分別是十八、七及五歲的
女兒。她說大女兒已有男朋友，她與女兒
像朋友般談感情事，亦會將自己過去經歷

和女兒分享。她坦言知道有網友指為何找
個曾結婚兩次，有三個女兒的人做《如果·
愛》，還配上一個年輕很多的男演員？覺
得講法很奇怪，為何結過婚的女人就不可
以追求愛情？她還說：「愛情於我是很重
要，我不會因為過去的失敗而放棄追求愛
情。孩子有自己的生活，媽媽自己也有享
受拍拖的生活。」講到今次選擇的拍檔張
倫碩，鍾麗緹大讚說：「高大英俊，做事
認真又貼心，連自己的小朋友都喜歡他。是
陽光型的男人，和我愛好很相似，喜歡運
動、跳舞、音樂、唱歌、健身、賽車。」
鍾麗緹從節目中認清自己是一個勇敢去
愛的人，亦反省過自己過去的愛的方式有
何不妥，以往對愛是無條件付出，但付出
的過程會辛苦。如今明白兩人一齊生活相
處時間會很長，所以性格夾不夾很重要。

期待第三次婚姻
如果真拍拖年齡差距會否成阻礙？鍾麗
緹說：「沒理由因為 40 多歲就要給一個
60 歲男人我，愛情於我言而沒有年齡上、
語言上、國籍上的界限，愛就愛。以前我
認為愛一個人，就是令他開心、不停付
出，但原來這樣不一定令對方開心。過去
經歷令我開始反思，但我最相信還是緣

分。人的生命很長，做人是要活在當下，
珍惜眼前的一刻。」
張倫碩也說：「愛沒有界限，年齡差距
要克服的是生活上互相適應，與愛情沒大
關係。我覺得有了孩子的女人更懂得
愛。」張倫碩大讚鍾麗緹人靚，愛情觀很
簡單，為對方付出就快樂！
從鍾麗緹及張倫碩的甜蜜笑容，含情脈
脈的眼神，大家認定他們之間「有嘢」。
問鍾麗緹他們現在是否真的拍拖？她則
說：「你們自己睇節目感受真定假吧。」
那有否想到結婚？「睇上天安排吧我
都不知有沒有第三次婚姻。」
張倫碩在微博上留言：《如果·
愛》如果你愛着我而我也愛着你……
那麼勇敢點珍惜當下吧。祝天下有情人終
成眷屬。去聽自己心的聲音。今晚不見不
散！見證力量與智慧的並存！就為大家留
下無限的想像空間。
這節目拍了近三個月了，還有一集
便完成。稍後在澳門跳200米高的
笨豬跳，張倫碩不怕，但鍾
麗緹怕，但她說：「因為
愛便要勇敢，挑戰
笨豬跳。」

黃柏高宣佈
開拍《殺破狼 III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張晉、盧惠光、恭碩良、
蔡瀚億、彭懷安、黃柏高(Paco)等昨日出席電影《殺破狼
II》慶功宴，該片在港上映兩星期票房已達 1300 萬港元，
而中港兩地兩週總票房更累積高達 5 億人民幣。昨日筵開
十五席慶祝，劇組上下更在晚宴上為導演鄭保瑞送上驚
喜，特別準備五個大壽包預祝其下周四( 11 日)生日及收 5
億人民幣票房，Paco並在現場宣佈開拍《 殺破狼III 》。
彭懷安透露女友朱慧敏已於日前從英國返港，大家保持住
溝通，正在和好當中，原因是大家解決之前存在問題，感覺
很舒服，但仍需一些時間再磨合，說到倆人婚事問題？彭懷
安表示大家有共識，但婚事延到何時仍是未知之素，此刻最
重要解決之前問題。至於何時完全和解和結婚？彭懷安表示
答不到，現在大家有見面，但不是一起住。

■內地真人騷《如果·愛》有不少遊
戲場面。

■張晉透露太太
蔡少芬已經捧場
看過自己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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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說自已有幾多傷，不是要玄耀，做動作演員是自已
選擇 ，又沒人找我拍文戲，我會忍受，而且演員捱任何苦
都要自己去受，也是自已揀的。」他透露已拍畢《葉》
片，即時把鬍子剃去，笑言補戲也不關自己事。前晚才回
港的他自言最不快是返家後剩得自己一人吃飯，因太太去
拍真人騷，囡囡去了長洲玩，一人食飯苦過受傷。張晉表
示也是剛剛先知開拍第三集。

張晉一人晚餐苦過受傷
張晉表示有 5 億票房實在來得不易，畢竟這部是男人
戲，而消費則女性做主導，可以吸收女性入場是不易。他
透露太太蔡少芬已經捧場看過，女兒則不適合給她們看，
老婆睇完感覺是自己拍時有多痛，當時睡着都會痛，至今
仍未完全痊癒，但做這行便要忍。舊傷未好，張晉在拍電
影《葉問 3》的新傷又來，肋骨和手腕都受傷，他說：

■鍾麗緹因為拍內地真人騷《如
果·愛》同張倫碩爆緋聞。

林峯談專屬「愛情密碼」
香港文匯報訊 林峯日前於北京出席活動，當被問及是否
有 自 己 的 專 屬 「 愛 情 密 碼 」 時 ， 林 峯 表 示 ： 「 是 Love
Forever。愛情是專屬於彼此二人的，在表達愛的方式上，獨
特的心思最重要。將愛情密碼以點字的方式隨心巧妙地融入
於情侶首飾當中，很有意義，可以隨時解讀對方的心扉蜜
語，無須言語表達。」活動現場，林峯又引領現場來賓參與
互動遊戲，十分熱鬧。

■林峯與粉絲們合影留念。

陳百祥感觸人生無常
■張晉、盧惠光、恭碩良、蔡瀚億、彭懷安、黃柏高等出
席電影《殺破狼II》慶功宴。

阿緯唔敢望性感 JESSICA C.

香港文匯報訊 名模 JESSICA
C. 及 LOLLIPOP@F 棒棒堂的
阿緯昨日率先試玩「瘋滑全
城」城市滑水道。談到「警鐘
胸」JC 身材十分澎湃，阿緯表
示唔敢睇，自己同 JC 男朋友
（安志杰）也認識，JC 男朋友
胸部都好大。
身穿三點式泳衣配熱褲的JC
被問到會否與男友安志杰一同
參與「瘋滑全城」，她表示︰
「安志杰與她一樣熱愛水上運
動，早前去美國參與姐姐的婚
阿緯
Jessica C.
禮，順道去探望安志杰及其家
人。自己平日特別喜愛陽光與海灘，玩這個瘋滑時幸好有阿緯顯風度先試
玩，讓我較安心。在滑的途中，也特別注意安全。」被問到與安志杰是否
好事近，她卻表示十分享受現時的關係。至於安志杰及阿緯均是肌肉型
男，問JC誰的身形比較好看，她甜蜜回應說：「我眼中只有一人。」

朱千雪愛上做打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由朱千
雪、王浩信、袁偉豪、劉佩玥、朱晨麗
與單立文等拍攝的新劇《EU 超時任務》
前晚舉行煞科宴，眾演員順道為上月底
生辰的千雪補祝生日。朱千雪表示前晚
已收到第三個生日蛋糕，她說：「入行
後每年生日都在工作中過，但今年是最
驚喜，因為劇組百忙之中也為我準
備。」千雪生日願望是劇集能盡快播出
和有好收視，提到劇中動作場面甚多，
千雪坦言十分辛苦，反而想繼續拍動作
片，她笑道：「監製說開一部古裝武俠
劇給我，今次雖然多動作但我好喜歡，
希望有更多機會。」千雪更希望與王浩
信為劇集唱主題曲，問她唱功如何時，
她笑道：「我有學唱歌，但還未有機
會，為了這部劇相信我會得的。」
王浩信也稱《EU》劇是他入行以來拍

得最辛苦的一次，劇中不單要被打，更
要被淋紅油和只穿內褲在鬧市奔跑。對
於千雪想與他一起唱主題曲，王浩信表
示也會努力爭取，他說：「以前的自己
就不敢去要求，但今次我和千雪經歷了
21集，對角色的感情一定會更投入。」

■王浩信、袁偉豪、劉佩玥、朱晨麗與單
立文等為上月底生辰的朱千雪補祝生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梁靜儀）陳百祥
（叻哥）昨日帶同四
歲愛犬到電視城錄影
《娛樂 3 兄弟》，節
目中叻哥透露近日推
出了紅酒品牌，並只
限量推出 9990 枝，不
過未發售已全部被人
認購。他又感觸的
說：「四年前譚詠麟
的死黨兼小學同學幫
我設計隻酒，最近已
有製成品，但兩個月
前佢因跣倒而離世，
分享唔到成果，真係
人生無常。」他又指
對 方 的 太 太 會 做 ■陳百祥帶同愛犬到電視城錄影。
Marketing，而他就會
幫她留錢。問到阿倫可有不開心？叻哥指沒有問，但一定會
有不開心，他的心一定喊，而發生這件事之後明白到要多見
朋友。至於叻哥又可有哭？他百無禁忌地笑說：「杏秀不在
至會喊。如果將來自己死，一定係因為拉頭馬或踢入一個高
難度入球而開心到死，所以靈堂一定要開B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