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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仔任盧冠廷個唱嘉賓
盧冠廷將於下月10日舉行演唱會，盧冠廷公佈一位重量

級嘉賓即將登上紅館這個大舞台，他就是劉德華！盧冠廷
表示：「以前與劉德華曾經在活動上碰面，今次他是第一
次擔任自己的演唱會嘉賓，十分興奮而且期待！」二人在
演唱會中有什麼合作，先賣關子，聽聞屆時將會有神秘嘉
賓現身支持，樂迷們萬勿錯過！

前晚阿佘穿上黑色露肩短裙現
身，對於《愛 2》成為myTV

SUPER頭炮，她表示不知情，但希
望會有好收視，因為拍攝過程都頗為
辛苦：「喺德國一星期拍得幾辛苦，
一落機就拍，都唔理時差，雖然辛苦
但都好值得，因為拍得好靚，唯一失
望係去唔到古堡拍攝。」阿佘表示在
劇中要講德文，雖然她學過德文，但
多年無講都有點生疏，拍攝時都有專
人指導她。

阿佘開工過41歲生日
今次阿佘與馬明再續前緣，不過兩

人繼續無咀戲，對此，阿佘笑說：
「我無特別要求，劇情無需要。」近
日正在內地拍攝《賭城群英會》的阿
佘，談到與前輩謝賢（四哥）合作，
她表示拍得很愉快，四哥除了請他們
食飯，當知道她和馬明要趕回港出席
優先場時，為怕他們辛苦，更盡量趕
拍他們的戲份。《愛2》將於本月28
日播映，當日剛巧是阿佘的41歲生
日，阿佘表示當日應該要開工，希望
放工有時間才食晚飯。
馬明對於先後兩次與阿佘合作都沒

有咀戲，他就笑說：「現在同佢拍
《賭城群英會》終於咀到，唔係激情

嗰 種 ， 係 好
sweet 嘅。」說
到《愛2》成為
myTV SUPER
頭炮節目？馬明
就稱不知道：
「睇公司安排，自己無分節目喺邊度
出，無所謂，（擔大旗會否有壓力？
） 無壓力，有阿佘就得，我都係跟
阿佘姐學嘢。」

馬明稱跟洪永城不熟
談到近日有傳洪永城向唐詩詠求

婚？身為詩詠契哥的馬明卻稱真的不
知道：「詩詠無同我講，可能決定咗
先叫我哋儲人情，加上我近日又唔喺
香港。（如果詩詠問你意見呢？）無
乜意見，最緊要佢自己鍾意，覺得個
男仔信得過、可以付託終生，（洪永
城信唔信得過？）我同洪永城唔熟，
但相信詩詠眼光。」
周柏豪除了有份拍攝外，他主唱的
歌曲《百年不合》更是電影主題曲。
他謂去台灣拍攝得好艱辛，試過連續
十幾日每日只是睡兩、三個小時，但
拍得好開心，自己都很期待。柏豪又
稱同翠如在劇中沒有咀戲，他也有點
意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許志
安（安仔）前晚為新歌《芝士》MV
拍攝，安仔有感現在香港做音樂不及
以前開心和熱鬧，故希望大家如歌名
似 的 多 些 笑 容 ， 而 MV 由
RubberBand主音6號執導。安仔透露
MV中將會化身成管理員，上演一幕
有如電影《翻生侏羅紀》的故事，一
身保安打扮的安仔又貪玩地戴上得意
頭套，不過他就抵死笑說：「我唔戴
套，戴咗怕人哋認唔到自己。」他又
指MV中還有另一位神秘管理員，不
過他就賣關子不肯透露是誰，只表示
對方是一位搞笑代表。問到新碟何時
推出？安仔表示新碟預計年底推出，
暫名為《ABC》 ，意指 Andy 和
Band crossover，包括RubberBand、
Dear Jane 、Supper Moment 及觸執

毛，他們並會為新碟撰曲。
瘦了的安仔，表示是為了7月海外
巡迴能穿得下歌衫正努力減肥，現重
160多磅，希望多減15磅。說到他與
太太鄭秀文唱反調，安仔說：「我的
確想她有啲肉，但工作為先。（同枱
食飯要兩份唔同餐單？）都係以健康
為主，如吃雞肉、菜、魚，仲會狂做
運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朱潔儀
（Donna）昨日與拼貼學會 Bueno
vista collage club的老師司徒志明及成
員應貿易發展局與社企「愛連心」之
邀，假設計廊舉行拼貼畫展覽，主題
為「香港精神」，Donna於畫中以剪
紙和拼貼手法塑造出孔雀開屏，寓意
香港將會像牠那般繁華興旺，帶出
《明天更美好》之訊息：「大會要求
要引用環保物料製畫，所以大家就用
癈紙、布碎進行拼貼，而我因在農曆
新年過後剩下很多利是封，於是靈機
一觸拿些舊利是封循環再用，今勻是
我首次與政府機構合作舉行展覽，感
覺特別有意義。（製作過程中有沒有
難忘事？）以往我較多繪畫水墨畫和
油畫，近年才對拼貼畫產生興趣，現
已製作有10幅以上，喜歡拼貼畫的原
因一來是環保，二來有種重拾童真的
感覺，會回憶起小時候上勞作堂的情
景，不過，剪紙是一門難度很高的手
藝，基於剪刀鋒利，我都試過不慎剪
傷，弄致手指頭破損流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繼劉濤、王
凱、王祖藍、秦海璐、
王子文等眾多大咖紛紛
加盟《跨界歌王》之
後，演員李光潔也獻出
自己的綜藝首秀，正式
加入到「跨界大軍」，
並將出現在第一期節目
的首發陣容當中，為大
家一展歌喉。
早在2011年李光潔便
置身幕後做起導演，曾
推出過兩部微電影的
他，對於「跨界」一
事，似乎已駕輕就熟。
談及本次加盟北京衛視
《跨界歌王》轉戰歌

壇，李光潔還是不免露
出一絲緊張，面對其他
「半專業型歌手」的競
爭夥伴，感慨壓力還是
很大，因此在加盟節目
前曾十分猶豫。此次參
加節目，對於自己音樂
風格的把握，李光潔則
自爆，平時也比較喜歡
卡拉OK，唱K時必點
的曲目一定是張學友、
陳奕迅。
作為一檔音樂競技類

節目，比拚的元素自然
必不可少，對此，李光
潔說：「其實更深層的
意思我覺得是對自己的
一種挑戰吧，因為其實

比的不是跟其他這些跨
界過來的同行們去比，
更多的是自己。」談及
此次「跨界」和眾人對
於他「發唱片」的猜
想，李光潔說，無論是
唱歌還是導演，在一個
行業裡待久了總會有一
些想說的心裡話，那就
要找到一個合適的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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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霖選拔女團成員
台灣藝人陳柏霖日前受邀擔任女團成員
選拔節目《超強17練習生》客座評審，首
度為選秀節目評審。陳柏霖因和黃立成合
作過電影建立好交情，他透露在節目開播
前就收到黃立成邀約，當時就大方允諾，
若有時間一定義氣相挺，當天果然說到做
到，讓黃立成很感動。
陳柏霖表示，評分標準很簡單，「有觀
眾緣、不怯場、展現才華」，還有個人特
色最重要，不要有其他人的影子。主持人
黃子佼故意問：「那像宋智孝可以嗎？」
陳柏霖笑說，「就是不要像別人啦。」

黃榕擔正演新戲
性感女星黃榕（Gloria）日前

出席電影《光輝歲月之掃毒》發
佈會。黃榕今次北上拍電影做女
一，角色是一名冷艷性感非常能
打的女保鏢打手。參與這部電影
和很多前輩級演員合作而非常大
壓力，故在開拍前特意閉關在家
整整一星期熟讀厚厚的劇本，更
不時在家找來同住的爸爸演男主
角，跟自己訓練對戲。經驗尚淺
的Gloria特別感謝一眾資深演員
李國麟、韓馬利、駱應鈞、歐陽
德勛等一班前輩從圍讀階段起也
很願意主動教自己演戲，相處得
非常融洽。
除了在劇本上做足功課，今次

有參與打戲的Gloria為了這部電
影每天健身保持美好身形及練
氣，一星期到健身房四、五天。
她更表示在拍攝過後也會堅持學
武功，在現實生活中也希望自己
可以變得真的能打，往打女電影
進發，更笑言一技傍身能打倒所
有壞男人。

林奕匡徐頴堃處女下海
林奕匡日前為時裝品牌Salad宣傳最新
背包系列處女下海，拍攝首個微電影特輯
並擔任電影男主角，夥拍同樣獻上第一次
的米雪姨甥女徐頴堃一同拍攝。二人合演
初戀男女，首天拍攝才正式見面但卻出奇
地配合，眼神交流亦交足貨，不禁令人追
問他們的「真．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佘詩曼（阿

佘）、馬國明（馬明）、黃翠如、周柏豪、黃

浩然及吳若希等，前晚到九龍灣出席myTV

SUPER首個網絡電影《愛情來的時候2》優

先場，阿佘表示如果收視好會再同無綫合作。

阿佘與馬明先後兩次合作都無咀戲，馬明笑着

透露近日與阿佘再拍新劇《賭城群英會》，今

次終於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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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與男友蕭正楠從韓國旅行返港
的黃翠如，透露此行一心去買衫，
可惜失望而回：「我哋諗住去買
衫，所以只帶咗一、兩套衫去，仲
專登去東大門，但買唔到衫，唯有
洗衫。（幫男友洗底褲？）唔得，
我哋好衛生，自己洗自己，見到都
唔得，見到會嚇親。」她又謂此行
每日也是吃燒烤，搞到皮膚都差
了，男友更肥了不少，回港後要減
磅。稍後她又要到北歐拍攝旅遊節
目半個月。
翠如又談到早前與周柏豪、黃浩

然到台灣拍攝時的苦況，每日拍攝
二十小時兼要捱飯盒，幸好大家拍
得很開心及投入。
近日翠如父親黃永華任大股東兼

行政總裁的建築股聯旺（8217）的

股價大上大落，對此翠如卻懶理：
「唔知，完全冇留意，屋企人都無
留意，提都無提過，我連股票幾多
號都唔知，（你有冇買？）我同屋
企人都無買過，對我嚟講係無意
義，我完全唔知道。」她又稱爸爸
沒有受影響，他都是做返自己做開
的事。

翠如拒幫男友洗底底

■■黃子佼黃子佼((左左))席間向陳席間向陳
柏霖柏霖((中中))提起宋智孝提起宋智孝。。

■■盧冠廷盧冠廷

■阿佘與馬明
再續前緣。

■■《《愛情來的時候愛情來的時候22》》成為成為myTV SUPERmyTV SUPER頭炮節目頭炮節目。。

■■吳若希為電影演唱主題吳若希為電影演唱主題
曲曲《《愛愛》。》。

■黃榕拍
新戲擔正
做女一

■■林奕匡和徐頴堃合演情侶林奕匡和徐頴堃合演情侶。。

香港文匯報訊 由陳木勝執導、洪
金寶擔任動作導演的動作巨製《危
城》昨日在北京舉行發佈會，主演彭
于晏、特別演出吳京合體亮相。
彭于晏和吳京現場化身霸氣硬漢，

手持大刀和長槍，酷帥有型。兩人亦
上演另類表情包大戰，先後舉起印有
自己不同表情及形容詞的小紙牌來隔
空對招，彭于晏舉起「我好帥」，吳
京則以「純良」來回應。此外，還有
可愛的小演員在現場驚喜亮相，兩位

小演員扮演「小吳京」及「小彭于
晏」，不過「小彭于晏」因為配合戲
中造型而貼上了不少鬍鬚，被彭于晏
笑言：「發育得那麼早。」
大會又提供了一個可伸縮的全景自

拍器予二人，讓他們跟全場自拍，自
稱跟彭于晏是「好基友」的吳京亦拿
這個可伸縮的自拍器開玩笑，他叫彭
于晏幫他「把握」，彭也回了一句
「可加長呀」，令到現場大笑。

彭于晏吳京自稱「好基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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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仔望新歌令大家笑多些

■彭于晏(左)與吳京手持兵器對決。

■■朱潔儀以剪紙朱潔儀以剪紙
和拼貼手法塑造和拼貼手法塑造
出孔雀開屏出孔雀開屏。。■安仔以一身保安打

扮現身。
■貪玩的安仔戴
上頭套。

■■李光潔李光潔

■黃翠如早前與周柏豪、黃浩然到
台灣拍攝呻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