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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蕊妮、蕭正楠及阮兆祥等率領一眾同劇演員，於
澳門大三巴沿路向途人派發花生糖，當中以Ed-

win最受歡迎，他不斷被大批女粉絲輪流集郵。其後
他們走入餅店玩遊戲，同場抱恙現身的陳凱琳亦落力
玩遊戲，但最後由蕭正楠組勝出。
阿田於受訪時直言拍此劇相當辛苦，尤其對一幕公

海游水戲相當難忘，皆因她深怕拍攝時成為鯊魚「大
餐」。阿田說：「一去到公海個劇務就暈船浪，替身一
落水就舉手嗌救命，於是我由早上9點游到下午4點，
好大浪，口同鼻入晒水，我亦飲咗好多海水。船家話平
時冇人會出公海游水，我就問佢有冇鯊魚？佢答我『當
然會有！』於是我愈拍愈驚！」

阿田不認是「美魔女」
阿田表示完成此戲份後自己雙手似練「鐵沙掌」，
曬至兩截色，但都冇告知老公。她又透露於劇中被盧
宛茵「摑到嘔」：「我畀佢狠摑咗兩日，因為第一日
早上拍完外景接廠景，佢摑我摑到嘔，我仲嘔了4

次，因為我出完外景中暑加腸胃炎而嘔。但戲份未拍
完，第二天繼續畀佢摑。（陳凱琳演奸角發揮較大會
否怕被對方搶戲？）我戲份都係差唔多。（唔怕被陳
凱琳搶戲？）唔驚，佢角色唔啱我做，我角色又唔啱
佢做。就算我似佢咁後生都做唔到佢角色，佢係好吸
引人的「魔女」。（你係咩女？）我係『中女』，角
色好寫實，女性去到中年要面對好多問題！」

蕭正楠床戲點到即止
蕭正楠被問到劇集預告中與陳凱琳上演激烈床戲，

他笑言預告片已收錄全部床戲場口：「又唔係真係好
多場，但我比較少拍親熱戲。」蕭正楠被問到有否向
女友黃翠如備案？他即酸溜溜地笑指女友亦與黃宗澤
（Bosco）等人拍親熱戲：「唔使啦，佢同Bosco都有
拍，我都依然記得。佢又同Tony（洪永城）演兩夫
妻。我們有共識，點到即止，唔需要投訴。但會選擇
性地逃避觀看黃翠如的親熱戲。」Edwin又表示希望
收視好，因為套劇去日本冲繩拍，好多靚人靚景。

至於和阿田在劇中再續前緣的阮兆祥表示角色挑戰
很大，因為劇中自己會遇上一些事而失蹤，再出現時
恍如變了另一個人，祥仔說：「同阿田好快撻着，夫
妻戲好自然。劇中我失蹤後再出現變成殘疾，似另一
個人，好有難度，似一人分演兩角。阿田有給建設性
提議。（兩套劇都有你份？）兩個角色好大分別，觀
眾應該分得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電影《江
湖悲劇》前晚舉行首映禮，幾位主角譚詠
麟、陳小春、伍詠薇及戚美珍等齊人出席，
而校長剛於本月23日度過66歲生日，由於
拍戲期間校長做了「萬歲王」，經常請吃蛋
撻，大會特別推出巨型蛋撻為他補祝生日，
還一同合唱生日歌，戚美珍跟伍詠薇更左右
兩邊同時吻賀校長。另外戚美珍一對子女苗
彤及苗俊都有到來支持媽咪。
校長笑言從7月11日開始，至今已切了
50、60個蛋糕，而今年的生日願望，他希
望電影能獲觀眾接受，另外他正為新唱片錄
音，很希望能跟一些自己欣賞的男、女歌手
合作，其中一首將會與劉德華合唱，但因華
仔身在歐洲拍戲，校長便先錄好自己部分，
再寄聲帶去給華仔錄音，今次更是由華仔負
責填詞。校長透露這個構思有兩年時間，自
己身兼唱片總監製及總策劃，又親自聯絡合

作的歌手，可算是個打雜才對。

伍詠薇與老公分開到場
陳小春表示今次為電影做了不

少宣傳，然而票房是無法預計，
但這齣拍得的確幾過癮，應會得
人歡心不會白做，也知道電影公
司安排定謝票活動，他都希望可
以出席。小春在首映禮完畢即趕
赴另一個派對，太太應采兒亦先
獨自赴會，他沒入場看戲又會否
再包場請朋友欣賞？他帶笑說：
「包兩行啦，都會跟太太拍拖去
看！」
伍詠薇老公練海棠前晚有來撐老婆場，但

二人卻分開到場，伍姑娘指演員要早些到
場，老公亦跟朋友吃完飯才來。問老公看完
電影會否給予意見？她表示也會的，因為他

都喜歡看電影，所以會分析給意見，這種夫
妻關係會更加投入。之前老公被爆「偷
食」，是否已經和好？伍姑娘答謂：「沒壞
過，所以很好！」已是雨過天青？她說：
「都沒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岑麗香（香
香）昨日到旺角街頭出
席電訊手機活動，還即
場跟魔術師合作表演魔
術，吸引大班途人圍
觀，場面熱鬧。
香香笑言沒表演魔術

的天分，故只能當魔術
師的助手，負責在旁做
反 應 和 大 嗌 「 點 解
嘅」，她表示曾跟幾個
朋友一起試玩魔術，發
覺自己欠缺天分和耐
性，知道學魔術不是易事需要苦練。問到男友有否在她面前
表演過魔術？她即封口說私人事想保持神秘，她笑說：「魔
術師從不公開玩魔術的秘訣，我也是從魔術師身上學到，不
講太多了！」
香香即將會往澳洲登台，她練了《一人有一個夢想》及
《月亮代表我的心》兩首飲歌，而她向來喜歡唱舊歌，感覺
歌詞分外優美，但也要記很久才記得熟。好友鍾嘉欣剛生
BB，會否順道往探望？香香指從澳洲去加拿大有點不順路
且也度不到期，要是探不到嘉欣或者她會回來香港。問會否
想做契媽？香香說：「這要問嘉欣吧，當然由父母來決定，
不過嘉欣喜歡音樂，已經買了會播音樂的玩具做禮物！」另
香香有份為香港先生選舉任表演嘉賓，她將以跳舞演出，造
型更是較男性化，配合很特別的舞步演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文釗）
10位候選香港先生
昨日到元朗南生圍
拍攝官方照片，眾
男赤膊上陣只穿牛
仔褲大騷肌肉，其
中以 2 號麥凱程
（Alex）、3 號梁
裕恆（Flow）和 4
號黎振燁（Jackson）狀態最突出，而9號丁子朗（Karl）
和10號梁賢基（Jeffery）就因體重最輕，雖然操得頗健
碩，但拍埋其他港男仍失色不少。
昨日天氣翳焗眾港男要在戶外工作，Flow坦言已習慣天

氣熱，Jackson就稱工作時間不長還可以應付，Alex就笑稱
不怕曬，反而要做足防蚊措施。對於比賽在下月初舉行，
他們都未有太大壓力，Flow說：「都是那一句，做最好的
準備，也做最壞的打算，得與失也沒所謂。」Jackson也以
平常心看待比賽，認為今屆各人都勢均力敵，只要做好自
己，其他就交由觀眾去選擇。Alex就視壓力為推動自己的
動力，希望在比賽時能竭盡所能表演。
丁子朗拍照時露出小肚腩，他解釋可能開工前有進食，

其實營養師反而建議他要增肥。問他最不滿意身體哪一部
位，他說：「站在其他人身旁，總覺得自己仍有進步空
間，樣子短期內不能改，想操好胸肌和腹肌，練到靚線條
出來。」在台灣拍外景受傷的梁賢基，見他仍包紮紗布未
痊癒，他表示也會努力操弗身體，透露才藝表演會打功夫
和跳舞，如能練好腹肌對表演大有幫助。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植毅儀植毅儀 澳門直擊澳門直擊））

「「 視 后視 后 」」 田 蕊 妮田 蕊 妮 （（ 阿 田阿 田 ） 、） 、 蕭 正 楠蕭 正 楠

（（EdwinEdwin）） 、、陳凱琳及阮兆祥等昨日前赴澳陳凱琳及阮兆祥等昨日前赴澳

門宣傳無綫新劇門宣傳無綫新劇《《巨輪巨輪IIII》。》。阿田直言拍此阿田直言拍此

劇相當辛苦劇相當辛苦，，其中一場公海游水戲更令她難其中一場公海游水戲更令她難

忘忘，，提到陳凱琳今次演奸角發揮較大提到陳凱琳今次演奸角發揮較大，，阿田阿田

不怕被對方搶戲不怕被對方搶戲，，認為認為「「佢角色唔啱我做佢角色唔啱我做，，

我角色又唔啱佢做我角色又唔啱佢做。」。」

香香買定玩具送嘉欣BB

麥凱程晒肌前做足防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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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張智霖（Chi-
lam）前晚參與《暗中作樂2016》音樂會，首
次在摸黑中演出的他表示感覺震撼，又稱本身
有幽閉恐懼症，綵排時曾想過「縮沙」退出不
唱。
Chilam坦言綵排時已心跳加速、手心冒汗和
呼吸困難，在全黑環境中唱歌有很大的心理障
礙，會有想逃走的念頭，直至演出後由恐懼轉
化成接受，是一次很好的演出體驗。今天會到
上海舉行演唱會的Chilam，剛好是他的45歲生
日，他說：「太太和爸爸會同行，兒子就因為要返學不會到場。」
提到好友郭富城演唱會開鑼，Chilam欣賞後大讚城城勁，笑問他
能否像城城在半空吊來吊去，他說：「好難一邊唱一邊做，我都是
做回自己，我都不明白他怎樣記舞步，如果發生在我身上就不可思
議。」有指城城的女友方媛每晚都有入場，起初Chilam衝口而出在
後台有見過對方，隨即改口說見到很多老友。

Chilam克服恐懼 摸黑獻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李思
穎）大名娛樂老闆林建名於今日是農曆
80歲生日，新曆生日是本月30日，昨晚
在子女和同事安排下，特地假會展中心筵
開80席舉行中式壽宴，林建名的三個女
兒林煒珊、林煒琦、林煒珽、兒子林孝
信、女婿孫兒都有到齊，濟濟一堂。
壽星公穿上金色唐裝服，身上戴有玉

器和翡翠頸鍊，悉心打扮到場，他在女兒
林煒珊陪同下接受訪問，林建名表示很高
興，知道仔女和同事們花上不少心機搞這
次派對，生日願望是大家更和諧，香港不
要有暴力，世界和平，問到會否退休把生
意交由子女打理？他表示近日有這希望，
80歲也是可以放手的時候，更指子女們
對這晚表演項目都很神秘，未有透露。
林建名旗下子女都會向爹哋送上恭賀

說話，林煒珊領頭先祝爸爸福如東海、壽

比南山，做過開心快活人。問孫
仔們會否上台表演？林煒珊說：
「他們練了很久，希望到時表演
到，要執生，（整個派對花上七
位數？）未埋單，不知道。」

愛將何傲兒或送吻
當晚到賀嘉賓有鍾逸傑爵士、

王馨平、黎小田、范振鋒夫婦、
關禮傑一家三口、吳岱融、詹秉
熙、胡楓、戴夢夢與男友等，而大名旗下
藝人會上演一幕《八仙賀壽》為老闆祝
壽，林生愛將何傲兒扮何仙姑，胡渭康扮
韓湘子，盛裝打扮的何傲兒和姐姐何傲芝
結伴而來，何傲兒透露會聯同一班同事演
《八仙賀壽》古裝趣劇送給老闆，並與組
合CHOCO合唱《給我一個吻》，其間
會播出林生小時候、讀書和追女仔片段，

至於會否送個吻給林生，她慷慨說：「都
可以，老闆生日，但懷疑自己吸引力不
夠，因林生有很多追女仔伎倆，但他跟傳
媒講話同我手仔都未拖過，所以對自己的
吸引力有所懷疑。不過我同林生之間是朋
友，有份互尊互重的感情和友情，（私下
送什麼禮物給他？）祝老闆長命過百歲，
身體健康。」

林建名80大壽 全家動員慶賀

蕭正楠澳門派糖最受歡迎蕭正楠澳門派糖最受歡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66歲
的邵音音早前心臟大動脈撕裂，她大病
後昨日首次露面為林建名賀壽，看她精
神不錯，然而音音姐透露身體狀況不理
想：「我三日前先出院，現時要休養，
醫生叫我慢活，唉，以我性急的人如何
慢活？現在做任何事都要慢，說話、想
嘢、行路都要慢，叫我死掉好過。不過
今次不死都算好彩，心臟大動脈撕裂好
痛，痛到叫救命，反白眼和抽筋，事發
時在韶關，幸得同房發現，之後由義工
朋友陪我，人要死真的可以很快，醫生
叫我每日瞓床，服食降壓丸，因為些少
谷氣血壓便會增升到180度，跟平時
110度高出很多。個女叫我退休，但我
很不甘心，之前無病無痛，突然就心臟

抽筋沒有呼
吸，在醫院要
吸住氧氣，痛
足十幾小時先
返到香港入
院。」
問她何時正

式復工？她
說：「醫生叫
我呢世都不要工作，被迫退休，現時我
一說話便頭痛。不過今日大少80歲生
日，必須來飲，或者可以幫我充喜下。
我後生佢咁多，本來有幾部戲都不能開
工了，之前拍開一個廣告都病住埋尾，
現在成日都驚就咁便無了，所以講定拜
拜先。」

邵音音嘆被迫退休

■香香當魔術師的助手。

■戚美珍跟伍詠薇一人一邊吻賀校長。

■張智霖

■何傲兒(左)偕姐姐傲
芝到場。

■左起：麥凱程、梁裕恆和黎振燁狀
態最突出。

■邵音音大病後首次露
面。

■關禮傑一家三口到賀。

■陳凱琳走近人群自拍。

■阿田落力玩遊戲。

■《巨輪II》演員昨日到澳門宣傳。

■左起：
林煒珊老
公、林煒
珊、林建
名、林煒
珽、林孝
信與林煒
琦老公合
影。

■蕭正楠被大批女粉絲
輪流集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