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
文釗）電影《我要發達》
昨日於舊式餐室外舉行開
鏡拜神儀式，演員林盛斌
（Bob）、陳嘉桓、唐詩
詠、麥玲玲、莊思敏與監
製葉念琛等人均有出席。
首度擔正男主角的Bob
笑言多謝葉念琛大膽起用
他，又大讚唐詩詠演技出
色，相信她兩年後必做視
后。片中Bob與麥玲玲飾
演夫妻，但他心目中的女
神卻是唐詩詠，同時還有
其他靚女圍繞住他，令他
艷福不淺。其中一幕陳嘉
桓（Rose）會色誘Bob，問
他太太會否來監場時，他
笑道：「我不准她來，雖
然女兒都想來看，但我怕
她 們 看 完 會 有 心 理 障
礙。」至於首次做男主角
會否有票房壓力，Bob表示
會做好自己，而且同片有
不少前輩級演員，他也不
會想太多，只想拍多些開
心和有能量的電影。
提到楊怡與羅仲謙在英

國驚傳婚訊，唐詩詠表示
事前也不知情，知道後已
傳短訊恭喜楊怡，她說：
「都一直等她這一日，等
她回來要捉她去慶祝。」
對於無綫花旦都已婚，詩
詠笑言是好機會借機上
位，她說：「結婚後就會
生小朋友照顧家庭，我要
努力工作上位。」問她會
否效法秘婚時，詩詠表示
未有計劃結婚，而且這年
代很難守秘密。Bob也稱去
年底碰巧遇到羅仲謙的媽
咪，他說：「當時問auntie
他們二人幾時結婚，她就
話好快，更問我如請我做
司儀可否便宜些。」

陳嘉桓稱仍在發育
身穿低胸裙的陳嘉桓

（Rose）表示自己仍在發
育中，除身高繼續長高
外，上圍也更有效果，她
說：「以前細個沒有女人
味，所以色誘人都沒效
果，現在可以試多些性感
角色，但要穿比堅尼的話

就要再操弗一下。」
早前方力申與鄧麗欣結

束十年情，有指二人拍
《紀念日》是導火線，葉
念琛希望電影沒有影到他
們，因為已相隔7年再才找
他們拍戲。有網民提議葉
念琛開新戲幫二人復合，
他說：「我和大家的心情
一樣，要看有無合適題
材，不過短期內都不會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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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資深藝人馮
克安昨日出殯，其家人馮素波、馮寶寶、姐
夫余子明及其仔女等均有送克哥最後一程。
克哥喪禮在大圍寶福紀念館舉行，昨早靈堂
內，馮寶寶、馮素波與余子明等家人攀談時
尚有一點笑容，其後導演劉偉強及元秋等來
到弔唁，當辭靈儀式舉行時，克哥家人及友
好唸悼詞以閉門形式進行，儀式完畢即出殯
奉柩到富山火葬場火化，骨灰將於寶福山安
放。家屬送完克哥最後一程，逐一跨過火盆
再往吃解穢酒，馮素波與馮寶寶表現哀傷，
全程默默不語。
8位扶靈友好曾志偉、徐少強、元彪、元

華、孟海、錢嘉樂、林國斌及周文曦有接受
訪問。志偉透露這班扶靈的兄弟與克哥相交
數十載，他更是由克哥帶入行做武師，故有
深厚淵源。志偉指過去二人常出埠工作，於
劉家班、洪家班及成家班常有碰面。他心目
中克哥是動作片的代表人物，人緣好又有義
氣，所以獲不少動作指導愛護，他提到昨日
於靈堂上重看到克哥的作品，其功夫動作演
出不是有太多人能打得到。志偉讚賞說：
「克哥夠義氣，人緣又好，靈堂上好多人都
是要來見他最後一面，我就最難忘跟他摸酒
杯底！」另提到志偉日前被電影公司入稟索
償450萬元一事，他表示事件進入了司法程

序不能多談，也不清楚事件會擾攘多久。

林國斌讚恩師隨和
林國斌大讚恩師為人隨和，原來他早於上
世紀80年代已拜克哥為師，他憶述：「師父
教了我很多動作，奈何我沒用學不到太多，
只學到飲酒猜枚，不過師父所教的對我人生
路上好大幫助，交到很多朋友，師父為人很
隨和，我跟盧惠光都很少稱呼他做師父，但
今日要叫聲師父安心上路！」徐少強來送別
好友也沒特別話要說，畢竟對了他大半世，
憶起的都是猜枚經常贏他。至於元華同樣讚
賞克哥是位性情中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慶全）王
祖藍、陳嘉桓、潘
嘉德及張睿玲昨日
出席一運動治療中
心開幕禮。久沒露
面的張睿玲現為運
動教練，其學生有
鍾舒漫，未來她亦
會再參與拍攝電
影。提到亞視於四
月一日將結業，她

是亞姐出身當然感到可惜和心傷。
祖藍正籌備於年底開拍《老表3》，
希望沿用第一、第二集的班底演出，張
敬軒則可能撞期未能參演，至於王菀之
最近暴肥又傳大肚，是否需要她減肥演
出？祖藍帶笑說：「今集都是寫婚後的
生活，會就演員來寫，之前湯盈盈都是
大肚沒出聲來演出，戲入面又是扮大肚
婆，可能預言又中就不錯了，真是相得
益彰。」

祖藍猜陳凱琳不早婚
提到楊怡與羅仲謙剛於英國古堡結

婚，祖藍笑指這兩年好旺，一個又一個
有好事，不過被指消息好突然？他笑

說：「現在已不興地下情了，鍾嘉欣結
婚也突然爆出來，現在藝人結了婚，觀
眾也可以給他們繼續做，再沒有從前的
包袱。」記者笑指楊怡跟謙仔根本從來
沒正式承認拍拖，祖藍說：「大家都知
啦，見她的緍紗相也拍得很靚！」又提
到無綫花旦一個個嫁出去已無幾多剩？
他即指還有新一代的港姐像陳凱琳和蔡
思貝也不錯，斷估她倆也不會早婚。但
記者不認同，指陳凱琳或會早婚，祖藍
笑說：「那問鄭嘉穎吧！不好問我
了。」
楊怡與羅仲謙是於拍攝《On Call 36

小時》心生情愫，監製潘嘉德被笑指是
媒人？他帶笑說：「恭喜他倆吧，但我
不是媒人，不做媒人三代好。」結婚有
否通知？潘嘉德笑說：「沒有呀，我不
是他倆的家長，雖然兩個都叫我老竇，
但都是一種尊稱，鄭秀文都叫我老竇
啦！」他坦言知道二人拍拖，現結了婚
要是回來擺酒則少不了要請他飲，恭喜
謙仔兩人之餘也會做定大人情，此外劇
組組群也有紛紛恭賀這對新人，只是二
人未有回覆，他說：「能夠修成正果好
！」問到會否再拍《On Call 36 小
時》第三集再找一對新人合作？他即表
示自己不會再拍，或者有其他人去拍。

夥元華徐少強林國斌扶靈

志偉欣賞馮克安夠義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朱
璇、王浩信及曹永廉昨日到旺角出席
「myTV Super」活動，與現場觀眾齊
齊玩遊戲，並大派禮物。對於與湯珈
鋮的緋聞，朱璇強調彼此沒有拍拖故
不能承認，不過大家是有約會一起去
吃飯和看電影，都是保持朋友的關
係。她指彼此會單獨約會，全因二人

的朋友圈子不同，她有試過叫一班姊
妹出來，然而職業不一樣，以致全晚
也沒多話題交談到。但對方有否追求
之意？朱璇答謂：「沒有啦，我們只
是好朋友，再過多幾十年我們都只是
好朋友，大家識了幾十年，他是我契
哥呀。」現想找男友嗎？朱璇笑指在
尋覓之中，只是經常會跟「契哥」出
街，外間人也會以為我倆在拍拖，所
以交男友方面是有點阻滯，真要先介
紹女生給他。朱璇最近正傾談拍攝電
影，或要到台灣取景，戲中並不用性
感，她自嘲說：「人到中年都不用性
感吧！」
談及有免費電視台即將開台，王浩

信認為觀眾未來便有更多的選擇，自
己不會太擔心，照做宣傳及製作，相
信能留得住觀眾，也寄望說廣東話的
觀眾會支持港劇提倡本土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
報道）由高曉松監製，陳曉、秦嵐等
主演的電影《睡在我上鋪的兄弟》，
昨日來到廣州中山大學宣傳。讓同學
們大聲歡呼的高曉松一出場便收穫了
全場最熱列的掌聲，更意外獲得53歲
阿姨的熱情表白。越來越注意自己形
象的他也不忘拍照角度，努力往後
移，幾度發聲表示，希望影像中自己
的臉能夠小點。
一向妙語連珠的高曉松也不禁感

慨，和老狼站在《我是歌手》突圍賽
台上的那一刻，感覺就只剩下挺好。
聊及青春，原本在台上面無表情的陳
曉突然陷入回憶裡，傻笑一番。被問
及青春時代做過比較刺激的事情時，
陳曉告訴記者，曾經無意中和兩個朋
友偽裝成其他經貿大學的男生混入他
們的隊伍，去參加男女學生的聯誼活
動，到了現場才見識到大學生活的魅
力。但談及生活中對待愛情的態度，
陳曉則坦言，不會像劇中的人物一樣
去死纏爛打。

《On Call》群組賀楊怡謙仔
「媒人」潘嘉德爆二人無覆

趁其他花旦趕嫁人唐詩詠欲借機上位 因「契哥」湯珈鋮 朱璇戀愛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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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祖藍王祖藍

■■潘嘉德潘嘉德

■Bob左擁唐詩詠右抱陳
嘉桓，艷福不淺。

■陳曉自
爆曾參加
男女學生
的聯誼活
動。

■■曾志偉曾志偉、、徐少強徐少強、、元彪元彪、、元華元華、、孟海孟海、、錢嘉樂錢嘉樂、、林國斌及周文曦扶靈林國斌及周文曦扶靈。。
■■家屬昨日送馮克家屬昨日送馮克
安最後一程安最後一程。。

朱璇朱璇 曹永廉曹永廉 王浩信王浩信

相隔4年 重返紅館舞台

憶蓮淚眼
感性見歌迷

香港文匯報訊鄧麗欣（Stephy）自宣
佈與方力申分手後離港，一直未有露面，
近日她被拍到與同性密友鄧衍敏（小牛）
同遊台灣。據悉，Stephy今日下午會返

抵香港，並將在機場接受訪問，會依照小
方的做法，一次過回答傳媒所有問題。另
一對話題人物—羅仲謙及楊怡同樣會於
今日由英國抵港，在機場受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相隔4年再在港開演唱會的林憶蓮，前晚正式為一連四場《2016 林憶蓮PRANAVA /

造樂者世界巡迴演唱會》香港站揭開序幕，憶蓮個唱今次玩盡舞台效果，運用巨型銀幕投射不同圖案及畫面，而她也換

上多套靚衫演出，特意在身上繪上4個紋身。憶蓮見到香港歌迷時不禁落淚，她解釋是感動和開心的眼淚。

甫出場，憶蓮站上高台在巨型球體中亮
相，並獻唱近年大熱歌《蓋亞》為演唱

會熱身，之後她唱《為你我受冷風吹》忍不
住落淚，更要勞煩化妝師上台為她補妝。憶
蓮解釋道：「這是感動和開心的眼淚，好開
心見到大家，見到大家好感動和激動，對上
一次紅館開騷是2012年，現在已是2016年，
時間過得好快。」
之後憶蓮又透露已完成新的廣東大碟，說

道：「這張新碟對我有好大意義，因為我揀
了我的童年、成長和青春期時好鍾意的歌來

翻唱，好有意思。」憶蓮大讚以往的歌詞令
人印象深刻，其中「鹹魚白菜也好好味」最
有印象，她說：「雖然我們現在過奢華的生
活，但我記得細個時候，吃簡單的餸菜是最
有味道，現在好像吃不回這種味道，所以新
碟翻唱了心目中代表香港重要的階段，香港
人更加需要找回積極、樂觀和向前的精
神。」

男友恭碩良打鼓助興
換上露腰短裙的憶蓮表演一輪勁歌熱舞，

男友恭碩良就在樂隊中打鼓助興，全場歌迷
起身跟隨憶蓮一起跳。憶蓮笑問觀眾會看多
少場時，大部分歌迷都回應會看足4場，憶
蓮就笑道：「其實看頭場有好和不好，因為
第一場有很多蝦碌事，揀歌過程中希望揀到
大家都想聽的，歌衫到綵排最後一刻出場前
仍在改，其實後台的花絮更精彩，真是裙拉
褲甩、甩頭甩髻。」演唱會最後，憶蓮要求
觀眾跟她合唱《至少還有你》，大讚是她唱
這首歌以來最動聽的一次，希望大家能享受
一個無壓力和消解壓力的晚上。

Stephy今日返港 倣小方受訪方式

■■憶蓮唱憶蓮唱《《為你我受冷風為你我受冷風
吹吹》》忍不住落淚忍不住落淚。。

■■恭碩良打鼓助興恭碩良打鼓助興。。

■■憶蓮表演一輪勁歌熱舞憶蓮表演一輪勁歌熱舞。。

■■胡楓胡楓、、蔡一傑到後台為憶蓮打氣蔡一傑到後台為憶蓮打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