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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殭屍需露肉 勤做 Gym
■ 胡鴻鈞望過一個有
意義的人生，
意義的人生
， 做好每
一刻。
一刻
。

歌手胡鴻鈞（Hubert）近日參與劇集《殭》，挑戰帥

■ 胡鴻鈞特登為呢個
角色勤力些做 Gym
Gym，
，
令身材好看些。
令身材好看些
。

氣殭屍龐杰一角。劇情逐漸進入高潮，謝安琪與鄭嘉
穎、陳凱琳劇中的三角關係糾纏不清。至於本身是殭屍
的胡鴻鈞，因為不忍心關禮傑飾演的爸爸龐應天為治療
自己的病而害人，最後死於爸爸的劍下。
採訪：植毅儀 攝影：彭子文

歌唱比賽出身的胡鴻鈞近日第
二次接拍電視劇，挑戰帥氣

殭屍角色。Hubert 覺得今次演出
甚具挑戰性，只因除了有不少打
鬥場面外，角色一開始更要露
肉，他專誠為這個角色勤力做
Gym。
「與其說是第二次拍劇，但我
卻視為第一次，因為角色重、對
白多，自己拍之前都好緊張。像
角色一開頭衣衫襤褸，會露肉，

■胡鴻鈞多謝關禮傑不停提點。

所以我專登為呢個角色勤力做
Gym，令身材好睇些。好幸運地
可以同咁多好戲之人合作，像演
我爸爸的傑哥，教咗我好多拍攝
走位的技巧。拍劇對我來講始終
好新，所以會有好多顧慮，我都
預咗自己可能會撞吓板，或者為
劇組帶來不便，但希望盡量將呢
個情況減到最低。」

開，最終令自己死在爸爸的劍
下。除了我會死，傑哥同 Moon
（劉佩玥）最後都會死，好淒美
的。傑哥好受劇組人員歡迎，有
時佢一上保母車，化妝阿姐就會
大叫『傑哥你今日好靚仔啊』。
有時傑哥又會同我傾佢女兒的近
況，總之大家都好好傾。」

爆關禮傑受劇組人員歡迎
胡鴻鈞於劇中演一隻被爸爸囚
禁了幾百年的殭屍，而爸爸傑哥
飾演的藥廠老闆龐應天為救活兒
子，要在其他殭屍身上研究用
藥，當中謝安琪飾演的夢南就是
關鍵。而胡鴻鈞為了不令身邊人
辛苦，最後自殺於爸爸的劍下。
「龐杰被關在房多年，一次停
電令他走到外面的世界，仲同黃
又南、賴慰玲成為朋友。但在相
處的過程中，發現爸爸為醫我而
傷害好多人，結果我使用停止時
間的能力把爸爸要殺的殭屍推

不眼紅坤哥成績超前
不少人對 Hubert 的印象源自
《超級巨聲 2》，還有他唱多首
劇集如《師父．明白了》的主題
曲及插曲《化蝶》，令 Hubert 成
功入屋，可惜後繼不繼，甚至被
同年出道的吳業坤爬上頭。問到
Hubert 可會羨慕坤哥，他坦言大

謝曉瑩邀演新作
龍貫天樂助後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焯羚）謝曉
瑩及高潤鴻夫婦組班的「金靈宵」劇
團將於本月30及下月1日在沙田大會
堂上演《宋徽宗．李師師．周邦彥》
及《琵琶血染漢宮花》。除了謝曉瑩
夫婦演出外還請來龍貫天及阮兆輝一
齊演出。《宋徽宗．李師師．周邦
彥》更是謝曉瑩自己寫的第六個劇
本。她很喜歡宋徽宗與李師師及周邦
彥之間的愛情故事，她將歷史與文學
結合一起，找來大學的文學教授為她
核準劇本提到的歷史詩詞等，花很多

功夫，但也不覺辛苦，相反越寫越興
奮。此劇，她獲得做絲綢印刷的商人
贊助兩條鮫綃絲巾，圖案之優美，需
在英國進行印刷。她自己為了2套劇
做了4套新裝。
另一套《琵琶血染漢宮花》是羅
家寶及李寶瑩於 1986 年在油麻地演
出的開山戲。「行哥」羅家英特別
將當年的錄影版本給她看，並指導
她唱李寶瑩的腔調、造手。原來唱
李寶瑩腔是非常高難度，但出來定
效果跟一般唱法是大不相同。謝曉

(

徐榮父女檔拍廣告

■謝曉瑩、
高潤鴻及龍貫
天合作新劇。
瑩將會以較貼近的版本演澤，好讓
戲迷回憶當年原装的戲味。
龍貫天近來演戲忙得不可開交，
自己在新光有專場演出，其他人又
請他演出，他卻樂在其中，他應後
輩謝曉瑩邀請參演，是因為緣分和
喜歡劇本，龍貫天說兩套劇都喜
歡。與《琵琶血染漢宮花》特別有
緣，當年羅家寶及羅艷卿演出時他

許廷鏗否認「霸光」無綫主題曲

■許廷鏗強調今年是第
一次主唱主題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許廷鏗（Alfred）昨
日到電台為新歌《狼琊榜》宣傳，預計年底會推出新
碟，說到他「霸光」無綫劇集主題曲，他連聲否認，
強調今年是第一次主唱主題曲。
說 到 他 年 底 出 碟 可 以 配 合 在 音 樂 頒 獎 禮 上「 爭
獎」，他否認其事：「只是我喜歡冬天做宣傳，可以
着厚的衣服。」近日增磅不少的他要展開減肥計劃，
希望可以減掉20 磅肉，覺得夏天瘦一點更加合適。
近日其好友鄭欣宜新歌《女神》大獲好評，Alfred
替其開心說：「我見證着她這首歌的誕生，最初是我
試寫這首歌，她可能覺得可以再好，便找了藍奕邦作
曲，（你可以作首《男神》？）孭不起這個名，應該
吸引不到人去聽，（搶走欣宜女神位？）無需做這
些，其實欣宜愈來愈有自信和獨特光芒。」

劉錫明不反對女兒迷偶像
香港文匯報訊 「Yes25 周年演唱會」下
月 3 日在會展舉行，主辦找來已移居台灣的
劉錫明回港拍照。問到當年和《Yes》的種
種不和，錫明笑說早已放低，今次也是應邀
專程返港幫手，問他以前有沒有影過，他也
不記得，最好主辦方能幫他找找看，有的話
給他留念也好。不講不知，這位廿四孝爸爸
一知 Yes Card 系列中有內地組合 TFBoys ，
竟主動問有沒有現成的，因是他囡囡的偶
像，錫明說不反對囡囡迷這個組合，原因是
他們本身的形象好，工作時是出色藝人，私
下卻是乖乖的學生，問到又會否回港出席演
唱會，他便說跟劇組度期中，看看到時劇組
放不放到人了。身為今次演唱會的特派採訪
員林秀怡興奮地說從沒想過自己會採訪錫明
哥，更笑說少時也有扭卡，想不到今日自己
也有機會影。

家一起成長、互相鼓勵。
「我成立了籃球隊 VR1，坤哥
都是成員之一，我們喜歡打籃
球，一起以 VR1 的 School tour 去
同中學生比賽。見到坤哥今年的
成績凌厲，作為朋友好代佢開
心。入行 6 年，由剛開始的時候
沒有信心，至到今天可以有愈來
愈多的表演經驗，是很難得的，
所以一直都感激有每一次上台的
機會。在呢行，我好慶幸識到許
廷鏗、張敬軒這些朋友，他們真
的當我弟弟咁，用心良苦、無私
地去教我。自己好明白在娛樂
圈，能大紫大紅的藝人只有幾
個，我希望過一個有意義的人
生，做好每一刻。」

■林秀怡見到劉錫明立即集郵。

亦參演了一角色，如今又有機會再
演，他很有激情，特別置新裝；而
且每次演出都有不同的領悟。謝曉
瑩有機會與大師交流有助提升自
己。這劇目於6月1日上演，屆時會
請前輩羅艷卿到來欣賞。同時 6 月 1
日是龍貫天生日，他雖在舞台上度
過，但一班好友已為他設宴消夜，
於完場後慶祝。

平時少穿高踭鞋
陳嘉佳：可整斷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陳嘉
佳（細細粒）與新晉男子組合 Myar 昨
日到上環出席代言的服裝活動，身為
代言人的細細粒穿上低胸晚裝，大騷6
吋事業線， 甚少作如此性感打扮的她
卻表現得有點尷尬。
細細粒不諱言作如此性感打扮感到
很尷尬，不過如果為了工作，可以再
性感些。為了配襯晚裝，她昨日穿了6
■陳嘉佳
吋高踭鞋，細細粒說：「我可以整斷
個踭，因為體形肥論盡，平時唔會着高踭鞋，啱啱才仆
親。」甚受廣告商歡迎的細細粒，透露最近接了一個減肥
產品廣告但要減四十磅：「我現在 106kg，體重講 kg 開心
啲，如果達標可以再性感啲。」

M83 搞㷫港騷
歌迷見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
娜）法國電音天團 M83 前晚假
九展舉行首個香港演唱會，吸
引不少樂迷來捧場。他們於晚
上9時以《Reunion》正式揭開
個唱序幕，並帶來不少上月才
推出的新碟《Junk》裡面的歌
曲 如 《Do It, Try It》 、
《Go!》 等 歌 。 主 腦 Anthony
Gonzalez 表現興奮，多次高呼 ■Anthony表現興奮。
陳敏娜 攝
「香港」之餘，又不時跪地彈
唱，氣氛熱烈，其間有一名女歌迷見暈，要救傷隊陪同到
場外休息。尾聲時，Anthony 大讚港迷很棒，並表示期望
快些再來港開騷，最後他們以《Lower Your Eyelids to
Die With the Sun》結束個唱。

徐榮的囡囡（徐心怡）憑
劇集《愛．回家》中的「家
好」角色人氣急升，近日更
吸引廣告商的垂青，邀請徐
榮父女檔拍攝濕巾廣告。今
次「家好」獻出第一次拍廣
告，表現不錯，沒有「扭
計」，十分合作。
在廣告中，講述徐榮用傳
統方法，將棉花加水替囡囡
「家好」抹便便，表現得雞
手鴨腳。現實中的徐榮亦有
類似經驗，表示現在囡囡已
經懂得轉身，換尿片時會周
身郁冇時停，所以自己一定
要以極速為囡囡換尿片，是
一大考驗。被問到湊小朋友
■徐榮與囡囡首次拍攝廣告。
的經驗，徐榮表示平日多是
由太太照顧仔女，自己在旁協助，但自己都懂得幫囡囡清潔便
便，更表示照顧囡囡比當初照顧大仔時已是有進步。他笑言︰
「之前湊哥哥時接受不到打開尿片見到和嗅到便便，真的有
『反胃』感覺，今次湊囡囡，接受能力強了。」

王君馨慶生被粉絲欺騙

昨 日 30 歲 生 日
的王君馨早前和一
班粉絲提早舉行生
日會，君馨去完馬
來西亞參加活動
後，明白環保的
重要性，所以叫
粉絲自備食具，
粉絲們也很聽
話，令伊人很感
■王君馨和Fans一齊慶祝生日。
動。粉絲除準備
BB壽包外， 還準備了「雪糕蛋糕」，卻騙君馨個雪糕溶了，令
君馨扁嘴，之後發現原來雪糕沒有溶，她即開心晒。席間君馨
又和粉絲自拍及玩遊戲。
君馨對粉絲們說：「謝謝你們每一位的祝福，其實你哋每一
位都是我的祝福，因為你們對我嘅愛同支持都給我很大的鼓勵
同力量！亦都見到你們開始認識對方，可以彼此去關心同照
顧。呢一點我最開心！希望 GClub 繼續成長，陪我繼續經歷我
人生嘅一切！Love you guys!我哋一齊加油……追夢！！！ 」

Rain 下月襲澳門開騷

韓國男星 Rain 將於下月 4 日在澳門威尼斯人開騷，門票最貴
為港幣 1,280 元，今日起公開發售。是次亞巡是 Rain 服兵役後
向全世界宣佈「亞洲王者」歸來了。Rain 早前已率先於內地及
韓國展示「雨神」的魅力，他其後會登陸日本、歐洲及北美演
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