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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鍾漢良多
「床戲」

掌
古仔 摑 趙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Festival Grand Cine-

ma 」開幕典禮暨《三人行》電影首映前晚假又一城全新戲
院舉行，主禮嘉賓包括林建岳、黎筱娉、杜琪峯、古天樂及
游乃海等，到賀嘉賓還有「男人幫」任賢齊、梁漢文、蘇永
康、黃家強及草蜢、王敏德、熊黛林、廖碧兒與林德信。古
仔透露戲中是真摑趙薇，更令對方留下滿臉手指紅印。

台上司儀問到古天樂戲中要掌摑趙薇的戲份
如何處理？古仔坦言拍攝時不能夠就角

度，真的摑到趙薇「啪啪聲」。他又笑指很羨
慕鍾漢良拍攝時經常可以躺着睡覺，有時跟對
方對稿都會睡着，也不好意思將他叫醒，古仔
搞爛 gag 笑說：「雖然這部不是三級片，但也
有這麼多床戲實在難得！」
杜琪峯（杜Sir）於接受訪問時表示，跟古天樂
合作了多次互有默契，所以特別為他想了一個較有
難度的角色，鍾漢良則被安排演一個較容易演出的
角色。古仔亦表示跟杜Sir可以從中獲益良多，感
覺如同一家人，尤其開工時最開心是有很多美食，
有時拍外景又會去四出尋找美食。古仔又透露今次

不留力

整齣戲幾乎全在醫院景內完成拍攝，不用日曬雨
淋，但其中以一個長鏡直落以慢動作演出的鏡頭，
他們一班演員都為這場戲演了幾個月才完成。杜
Sir表示要這樣拍攝不靠攝影技術幫助，主要想取
演員演出時的節奏、快慢；他也答謝今次有醫生及
護士來參與協助拍攝。
至於掌摑趙薇的一場戲，古仔坦言是真摑下
去，因杜 Sir 事先聲明就鏡頭拍得不好可能還要
重拍，所以第一次他已放盡摑向趙薇，但結果
還是拍了四五次才成功。杜 Sir 說：「突然打下
去，有時也不知哪個位會準，都需要少少磨
合！」古仔也承認趙薇被他摑到臉上滿是其手
指紅印，他即指着杜 Sir 笑說：「他好意思叫我

打呀！」杜 Sir 亦笑說：「如果打假咪仲衰！有
時都不知哪個反應才中！」
另談到跟自己曾傳過緋聞的陳妍希公佈婚
訊，古仔說：「是嗎？恭喜！」會送什麼賀
禮？他說：「不回應了，恭喜、恭喜、恭
喜！」

未婚夫是否等得很心急？她帶笑說：「他都有問
我套劇幾時拍，幾時完！但我也不知，要等多
陣，套劇幾十集，起碼拍三個月。」
問到跟未婚夫現是否同居關係？Lynn 帶點忸
怩：「哈哈哈，吓？畀少少私隱啦！」是否生
BB？她笑說：「我這個年紀都需要啦！」先生仔
後結婚？她搖頭說：「不會，我接受不到，兩個人
熊黛林婚事未必趕及年尾
準備好，穩定了才生BB好一點，現在好夾，結婚
熊黛林（Lynn)前晚身穿火紅性感低胸長裙出 就住在一起，要準備不想太匆忙！」是否要補身調
席首映，談及她與未婚夫郭可頌已訂婚，年底 理？Lynn 答謂：「身體也要準備好，兩個要磨
的婚事進展如何？熊黛林即笑瞇瞇說：「原本 合，不是想生就即生，要負責，責任比結婚更大，
計劃年尾，但之前答應了到內地拍劇，但卻一 BB是個生命來嘛！」但要磨合幾耐？她笑言一步
直延期了兩三個月，也不知能否趕在今年內！」 一步慢慢來，暫時先想生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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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如想由胞妹縫製嫁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思穎）黃翠如、朱千雪、馮
允謙昨日出席環保活動，三
人穿上以回收膠樽及物料製
作的時尚服飾與一眾模特兒
行上天橋，穿上色彩繽紛膠
片拖尾裙的千雪感覺猶如着
上婚紗一樣，笑言有機會出
嫁的話可以參考着環保婚
紗，而翠如就考慮出嫁時由
懂得裁縫的妹妹親自幫她縫
漂亮的婚紗。
穿上露肩環保裙的千雪表
示已做足打底工夫，但要勞
煩身邊人幫手穿上，停工九
個月的千雪已完成學業，昨
日算是正式復工，稍後會繼
續出席公開活動，劇集則由
公司安排，問到會否繼續讀
書，學海無涯的她謂：「可
以考慮，但需工作讀書兩邊
兼顧，才能應付學費，其實
之前都有間斷出席活動，不
擔心會被觀眾遺忘。」
翠如穿花花短裙行騷，她
表示已連有打底裙，不怕走
光，不過裙上的花朵是以膠
樽做成，不能坐下來，加上
很易刺到，所以不敢和大家
行得太近。翠如個人很重視
環保，是以他們家中五姐妹
的衫會交換穿着，問是這是
否她慳家本色之一？她笑
說：「慳家是從細培養，其
實大家一齊着都好正常，我

們五姐妹都崇尚簡單，所以
衣服很少會過時，加上最細
的妹妹懂得縫刃，可以縫造
出一件完整衣服，（男友蕭
正楠可省掉送衫給你？）我
們去旅行試過玩一個很傻遊
戲，便是以最低價錢約二百
元左右買衫給對方，結果我
選購的卡通衫不是他品味，
最後沒有買下來，結果是自
行選擇喜歡的衣服由對方付
款，他出埠都試過買衫給
我，惟至今我都無着過，所
以我們的品味麻麻。」

過你？）他手頭的劇要拍到
下年，也沒時間，（會否像
近期的台灣女星奉子成
婚？）這是好遠的方向，我
希望是有計劃，循序漸
進。」

與舊隊友前後腳抵港

Jessica 人氣勝孝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韓國前少女時
代成員Jessica與舊隊友孝淵昨日先後來港準備出
席品牌活動，雖然Jessica已離隊獨立發展，但人
氣未受影響，昨日所見有數百位粉絲到來接機，
反而孝淵的粉絲數就較少，二人同樣笑容滿面表
現親民，不斷揮手打招呼才登車離開。
前少女時代成員Jessica離隊後多次來港出席活
動，人氣未受離隊影響，昨日大批粉絲一早在機
場抵港大堂守候，當中以女生為主，更有穿校服
的女學生來見偶像。由於現場粉絲人數太多，保
安為免出現安全問題，刻意安排Jessica由特別通
道離開，粉絲們收到消息後即蜂擁到特別通道出

不想奉子成婚
問她會否響應環保，由妹
妹幫其縫製嫁衣？她說：
「很好的提議，由自己屋企
人幫手做婚紗是很 sweet 的
事，（已經有構思？）其實
讀書都好吸引，是個不錯的
方向，剛才便跟千雪討論這
話題，大家研究修讀哲學，
我問千雪『身邊的同學年紀
很細嗎？』要是我越遲入學
的話，恐怕跟同學有代溝，
但希望可實行讀書計劃，
（男友蕭正楠有排等？）這
問題要問他，總之做學生是
很幸福的事，（可以先考慮
訂婚？）這刻沒想過，女仔
主動去想這些便太傻，我們
也沒認真討論過，只會討論
對別人看法，（男友應心急

口，保安要臨時用行李車作圍欄用，情況一度混
亂。身穿白色連身裙的Jessica架上墨鏡，表現親
民不斷向傳媒揮手，又向粉絲派飛吻，登車時
Jessica備受粉絲包圍，舉步維艱才能上車，幸沒
有發生跌倒意外。
與Jessica相隔一小時抵港的孝淵，同樣獲安排
在特別通道離開，保安汲取Jessica的經驗，提早
安放鐵欄維持秩序，但孝淵人氣明顯不及 Jessica，只有約近百名粉絲等候。穿上粉藍色小背心
和牛仔褲、戴上墨鏡的孝淵同樣表現親民，踏出
通道門口即向兩旁傳媒、粉絲揮手，展示甜美笑
容，在保安員安排下順利登車離開。

梁詠琪出卡式帶緬懷那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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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久未露面
的洪朝豐將於下星期移居法國巴黎，不會
再返港，前晚他主動約見傳媒道別。
洪朝豐透露今次是以藝術家身份移民，
他沒有簽任何公司，會以「靜心歌者」身
份與當地音樂人合作，又會教打座，原來
當地市場很龐大。問到為何突然決定移
民？他形容成件事好微妙：「係兩個星期
前有決定，之前去巴黎和倫敦旅遊，對巴
黎情有獨鍾，酒店有朋友同我講話以藝術
家身份移民法國係很容易，法國政府係好
歡迎藝術家。其實當時無諗過移民，但佢
咁講我叮一叮，我係唔需要經過中介公
司，返到香港就寫咗三封信電郵法國駐港
領事館介紹自己，對方反應非常之快，上
星期已獲安排面試。」他待下周辦好手續
取回證件後，便離開香港，不會再返港。
雖然不再返港，但他表示不會賣掉香港

的物業，亦不會帶家人過去。 問到兒子知
道他移民心情怎樣？他坦言不想講兒子：
「個仔唔想我講佢，個仔去咗倫敦做嘢一
年，搭子彈火車兩個半鐘即刻就見到，反
而我去巴黎大家嘅距離近咗好多。」 他不
諱言很 多人會在想去到巴黎會否成功，但
成功不是努力就可，要看上天，但他會好
努力，享受過程及從中學到東西。他又大
讚巴黎是一個很重視藝術家的地方，跟香
港不一樣，同時不會戴上有色眼鏡去看精
神病患者。
臨離開前，家族遺傳有抑鬱狂躁症的洪
朝豐寄語精神病患者千萬不要放棄自己：
「當今亂世唯有正念先可以突圍而出，天
無絕人之路，由我 1999 年病發，至今 17
年我都自強不息充實自己，人哋對我嘅輕
視對我係冇嘢。」他又寄語香港人要正念
行先，有困難一定要出聲。

香港文匯
報訊（記
者 吳 文
釗）已有
5、 6 年 沒
推出廣東新
■梁詠琪
歌的梁詠琪
（Gigi），昨日到電台宣傳新
歌《B 面第一首》並慶祝入行
20周年，下月會推出卡式帶和

walkman，限量一千套於網上
發售，與歌迷一同緬懷過往用
卡式帶聽歌的年代。
Gigi 透 露 卡 式 帶 會 有 7 首
歌，包括廣東歌和國語歌，她
說：「卡式帶是 70、80 後的
集 體 回 憶 ， 自 己 都 踏 入 40
歲，要翻開人生的新一頁，20
年前我出單曲都是卡式帶，當
時是放入飲品機賣。」Gigi 試

聽卡式帶按下 walkman 播放鍵
時，坦言那一刻很感動，像 20
年前的回憶都重現眼前，她
說：「有歌迷都問我是否會退
出，因為新歌內容似退出，黃
偉文寫的詞很好，但其實不是
要退出，反而是轉個態度再認
定自己的人生重點。」Gigi 直
言現在萬事以家庭為先，但退
出幕出也不會在短期內發生。

任火炬手遭網民抨擊阿叻稱全不入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陳百祥（叻哥）
早前獲無綫委任到巴西擔任聖火火炬傳遞手，也
是香港唯一代表，但卻遭網民抨擊質疑其代表
性，昨日阿叻就此事後首度公開露面，他從容回
應沒為此事發怒。
阿叻、港姐麥明詩、李佳芯昨日出席無綫《里
約奧運2016》記者會，阿叻將會為奧運節目擔任
主持人，更笑言是無綫藝人中去得巴西最多次數
的一個。提到他早前到巴西傳遞奧運聖火，阿叻
指適逢是當地冬季，不至於很熱，因巴西夏天高
達40多度，其間他更由原本200米臨時加跑多200
米，因下位選手未到，他覺得是因緣際會，無綫
的恩賜。至於遭網民質疑他做火炬傳遞手的代
表，問他有不開心嗎？他笑謂：「很開心，我過
了25歲之後，只會聽到好的事，見到好的事，其
他不好和負面的事全不入耳，所以我幾適合在香
港生活。」阿叻未知稍後需否再到巴西做主持，
但就會在港做開幕禮。
麥明詩和男友林作情海翻波，至今兩人仍未和
好如初，林作前日出席活動時明顯對感情事封

嘴，麥明詩表示跟對方有共識，不想多提感情
事。麥明詩拍完《賭城群英會》回港後，也有跟
林作見面，不過近日沒有見面溝通，希望能有多
點空間，但她強調從來沒有惱怒過，問到7月中出
發到巴西採訪奧運前會否相約林作吃飯，是否巳
原諒對方？她再強調沒有嬲，不過兩人相處確是
存有問題，而巴西之行可順道散心。
麥媽媽透露過女兒不開心，麥明詩坦言是新聞
帶來壓力，第一次要在觀眾目光下處理感情事，
原本感情事已經棘手，自己又是新人、控制情緒
上處理得不是太好，問到兩人是否在冷戰期，她
糾正說：「是冷靜期，不是冷戰期，雖然差一隻
字，但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冷靜幾耐？）
兩個人一齊最緊要舒服，想太多也沒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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