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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
全）電影《湄公河行動》前
晚舉行首映禮，導演林超
賢、演員彭于晏、張涵予及
盧惠光等出席。影片已於內
地上映，5日票房收超過3億
元人民幣，單日票房亦超過
7500 萬元人民幣，走勢凌
厲，台前幕後對理想成績都
感到振奮。
林超賢與彭于晏、張涵予

一同接受訪問，問導演會怎

樣慶祝？林超賢笑說：「這
麽開心，唱首歌都好！」會
否叫彭于晏脫衣服慶功？他
笑指要多開幾部戲，每拍一
部就要他除一件衫，直到除
到最後為止。
張涵予對票房亦充滿信

心，有望順勢能收過 12 億
元，也準備用男人的方式去
慶祝。林超賢表示電影票房
收得好，應該要由老闆來招
呼台前幕後，他又笑指張涵

予近來在日本拍戲應吃了不
少和牛，能帶回來請他吃也
不錯。拍攝該片時，演員都
吃盡苦頭，但張涵予跟彭于
晏均表示是值得的，且也演
得很過癮。至於會否乘勝追
擊開拍續集？林超賢指兩位
主角都是大忙人，檔期已度
到兩年之後。但張涵予笑指
彭于晏在電影中犧牲了，要
是他沒被炸死，造型亦要變
成鐵腳神腿。林超賢補充表
示，其實彭于晏在戲的下場
是預先拍下兩個版本，之後
大家在網上可以看得到。
彭于晏則在電影開場前在

台上笑說：「跟導演合作了3
次，第一次只要我踩單車，
所穿的只有薄薄單車褲或短
褲，今次終於有機會演他最
拿手拍的槍戰，也是我第一
次有這麼多衣服穿上身！」

香港文匯報訊曾四度
摘下金馬獎女配角獎項的
資深女藝人王萊，上月28
日不幸辭世，享年89歲。
她半世紀以來演出逾百部
作品，被譽為「千面女
星」，在電影《推手》與
郎雄的對手戲細膩又渾然
天成，讓許多影迷難忘。
甘國亮昨日證實王萊辭

世的消息，並透露今晚將
在香港紅磡世界殯儀館為
王萊守靈，預計明天出
殯。
王萊原名王德蘭，祖籍
山東省，25歲來港發展，
半世紀以來演出超過百部
作品，並曾以電影《人之

初》、《小葫蘆》、《海
峽兩岸》及《推手》4度
摘下金馬獎女配角獎，成
為金馬獎拿下最多女配角
的資深演員。由於王萊演
技具多方面，因此贏得
「千面女星」的美譽。
1992年，王萊因健康理

由息影，遠赴加拿大定
居。2003年，王萊曾到台
灣參加第40屆金馬獎，與
藝人凌波共同頒發「最佳
原創電影歌曲」等獎項。
王萊最後一次靠《推

手》奪得金馬獎最佳女配
角，而她在電影中的演
出，確實令很多資深影迷
難忘。有人說，《推手》

是導演李安初試啼聲的電
影，且是鋒芒初露之作，
而王萊與郎雄在電影中的
演出，更增添了《推手》
的深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泳兒將在本月27日於
九展舉行入行10周年演唱會，泳兒於記招表示多謝
公司送她開音樂會這份大禮物。泳兒說：「之前在
網上，有不少歌迷估我今年會慶祝入行10周年，多
謝公司送這份大禮物。我已經排咗舞一段時間，亦
開始不停試衫。（有冇性感造型？）都會有些有睇
頭的造型。」
而跳舞方面，泳兒稱會有男性化的性感舞蹈，問

到會否跟男Dancers跳辣身舞？泳兒謂：「係同兩
位外籍男Dancers跳。我有給人很難接觸的感覺，
所以想借這次能夠拉近與歌迷距離，現場沒安排保安，希望到時氣氛
會更好。（可以變成全企位？）咁又唔得，因為我有好多歌都係慢
歌，都唔可以叫全場歌迷罰企。」因為音樂會會進行現場直播，記者
會上大會播出張敬軒（軒仔）拍攝的祝賀片，片中軒仔將早前他做直
播音樂會時所用的Lucky咪借給泳兒用。

香港文匯報訊 諸葛紫岐近
日馬不停蹄周圍飛，日前抵
達巴黎出席Fashion Show，
同樣因工作成為「空中飛
人」的老公薛嘉麟（Er-
nie），神秘地到巴黎為Ma-
rie帶來驚喜。
前晚完成工作後，Marie

回到酒店時突然接到老公電
話，兩人交談間，突然有人
按門鐘，一開門就見到原本
身在外地開會的Ernie，原來
為了陪伴老婆睇騷，Ernie特
地由墨西哥飛來巴黎，搭機
連轉機坐車時間超過16個小
時，只逗留一日又要飛去其
他地方開會。
問他山長水遠都來陪老婆
睇騷？Ernie坦言：「見老婆
工作好辛苦，想畀驚喜佢，

等佢開心下，天腳底都要飛
過來！」問他會否送禮物給
老婆？他豪爽說：「佢鍾意
咩咪買咩囉！價格任佢
定！」至於Marie笑言這不
是驚喜是驚嚇，無端端深夜
時分有人拍門按鐘。問她可
受感動？Marie 甜笑說：
「OK啦！」會否在這個浪
漫之都造人？兩人異口同聲
說：「時間咁趕，邊有時
間？」

曾4奪金馬女配角獎
王萊逝世享年89歲

老公「人肉速遞」諸葛紫岐話驚嚇

泳兒開騷沒安排保安

■王萊(右)與李翰祥當年
合拍《春光無限好》。

■王萊被譽為「千面女星」。

林超賢賀新片票房破3億

彭于晏被要求每齣戲脫衣

四人於開拍前已接受訓練，訓練課程達到
學警程度，過程雖辛苦，但訓練越辛

苦，拍戲時就越簡單。問到四人中哪個最打
得？ 欣宜即舉手認自己最打得。Jeana就笑
她：「觀眾信唔信呀？」香香就指欣宜能做到
一字馬。欣宜表示拍攝前幾個女仔用了最少一
至三個月操練體能及學打，所以個個都打得，
可以做打女，她又扮惡說：「唔好激嬲我哋，
死梗㗎。」
女星拍群體戲，經常都會傳出不和是非，但
四女卻少有地融洽，Jeana笑說：「我哋唔搶
戲份，只搶按摩師傅，因為拍打戲辛苦，每日
收工後就喺酒店樓下按摩，成個戲組咁多人，
按摩師傅人手唔夠。」
拍動作場面受傷在所難免，輕則擦傷，重則
脫臼。香香表示在首天開工就受傷：「第一日
落機後就即刻要去訓練，點知就扭傷腳，好彩
睇完跌打後可以堅持落去，而另一次係講我喺

沙灘勇救跌入急流嘅欣宜，上岸後畀沙灘上啲
石頭絆倒。」在旁的欣宜聞言即指香香那次受
傷，腳腫得比她的腳還粗。回想起當時情況，
香香笑說：「化妝救得到，最緊要連戲，為咗
救欣宜，值得嘅。」除了受傷之外，香香更慘
成被蚊吸血的對象，難得她仍識得搞笑說：
「我O型血，有日被蚊咬到鴛鴦眼，導演話我
似打咗botox。」香香又透露在當地拍戲， 要
跟馬拉版劉德華加古天樂混合體的俊男對打，
由於他們都不是專業，所以拍攝時都有些蝦
碌，跌落地上又整傷膝頭，不過就沒有被對方
打到。

Jeana不錫身最搏命
欣宜就指自己不是因拍打戲而受傷，反而是
拍一場爬網的戲份時，因太緊張扭傷了腳。事
後要去睇跌打，而最令她印象深刻是拍一場在
泥漿裡趴爬的戲份，當時其他女仔都爬過去
了，剩下她還在泥漿池裡，然後她們回頭給她
打氣，由於當時大家已拍出姊妹情，真的很感
動，更哭了出來。

獲欣宜大讚是眾人中最拚命的Jeana，笑指
自己一向都是刻苦耐勞，而拍攝時她因身穿闊
身短褲，又經常要在石屎路面趴地、翻滾，一
定會有擦傷，但這些都是小事，拍攝效果好就
行了。

崔碧珈難忘小蟲纏身
崔碧珈則覺得在水壩拍戲最難忘：「裡面有

好多浮游生物，一落水身體就被蟲吸住，雞皮
都起晒，但大家都忍住，等到拍完上岸後至發
覺全身都係小蟲。」她又指在馬來西亞拍攝，
很多時候場地設備不足，大家又經常在泥地取
景拍攝，現場沒有浴室設備，為趕進度只好用
冷水沖洗再換上戲服，又開始拍攝，有人因此
而冷病。香香指回港補戲又連續拍了三十六小
時，連臉都無時間洗。
大家在拍攝過程雖然辛苦，但大家還是建立

了一份友誼，完成拍攝後成為好姊妹，還相約
稍後要去看欣宜的演唱會為她打氣。欣宜指
Jeana歌喉不俗，不過Jeana自嘲說：「可以凸
顯你（指欣宜）歌喉好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星級爸媽徐榮與女兒徐心怡
（包包），張穎康與太太麥雅緻和女兒，姚嘉妮等昨日出席
護膚保濕品牌宣傳活動，適逢昨日是「包包」的一歲生日，
大會特別送上巨型生日蛋糕，當徐榮想親吻囡囡時，包包卻
推開他不願被錫，場面搞笑。
徐榮表示會帶囡囡到平台玩三輪車賀生日，晚上就會在家

吃飯慶祝。問到兒子有否送禮物給妹妹，他說：「我生日時
他會畫畫送給我，我想他都會畫畫或彈一首歌送給妹妹。」
提到包包不願被錫故意推開爸爸，徐榮笑道：「因為我之前
一直有留鬚，令到囡囡不喜歡被我錫，今次我已經剃鬚剃到
出血，之前要趁她睡了才偷襲到。」問到是否有很多廣告商
打包包的主意，徐榮說：「都有客戶聯絡過，首先是看時間
長短，時間太長或就不到就會推掉，近期她都有出活動，我
將她的錢儲起來，等她將來讀書用。」提到姚嘉妮笑稱他在
女兒面前是「羊咩咩」，徐榮笑道：「難怪我用心機做《巨
輪II》都被人話我不夠惡。」問到會否不讓兒子看他的劇集
時，他說：「不會，囝囝都有看，不過會教他我演的是奸
角，有教他不要學，可能他看慣我演的《愛．回家》，現在
有少少不慣，還問我『下套劇可不可以不做反派，做回好
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岑麗香（香香）、鄭欣宜、何佩瑜（Jeana）及崔碧珈主演， 錢國偉執導的電影《辣警霸
王花》快將上映，影片講述幾個不同出身背景的女孩子通過重重考驗終成為霸王花的故事，為了應付戲中的動作場面，幾
位女演員在影片開拍前三個月開始接受訓練，更毫不錫身拍攝，每個人亦有不同程度的受傷，欣宜笑指拍完戲後，身手好
得可以做打女。

《辣警霸王花》女星打出姊妹情

香香香香勇救欣宜勇救欣宜
傷腳也值得傷腳也值得

由錢國偉導演、黃永鋒及黃柏高監製的動作笑片
《辣警霸王花》 終於落實本月13日在港、澳及大馬三

地同步上畫。這部電影延續了上世紀80年代《霸王花》的
元素，由飾演惡死女教官的梁琤嚴教一班霸王花學員岑麗香、
鄭欣宜、何佩瑜（Jeana）、崔碧珈、李元玲、何佩珉及蔡潔
等執行任務，過程有血有淚有笑有溫情。
《辣》片內容主要描述這班特警新丁為20年前任務失敗的

霸王花復仇， 所以電影由扮演上一代的霸王花包括鄧麗欣
（Stephy） 、 楊 思 琦 、 唐 紫 睿 （Hazel） 、 Jessica C.
（JC）、陳嘉桓和郭思琳放蛇掀起序幕。一眾靚女為逮捕恐怖
分子，在泰國的酒店池邊等候目標，思琦、 Hazel、JC和思琳
均穿上性感比堅尼，噴血度十足。
太陽娛樂及菠蘿娛樂現送出《辣警霸

王花》換票證30張予《文匯報》讀者，
有興趣的朋友請剪下文匯報印花，連同
貼上$1.7郵票兼註明「辣警霸王花換票
證」的回郵信封，寄往香港仔田灣海旁
道7號興偉中心3樓─《文匯報》娛樂
版，便有機會得獎。先到先得，送完即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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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兒泳兒

■薛嘉麟秘密到巴黎為諸葛
紫岐帶來驚喜。

■■林超賢林超賢((中中))指兩位主角都是大指兩位主角都是大
忙人忙人，，檔期已度到兩年之後檔期已度到兩年之後。。 ■■《《湄公河行動湄公河行動》》台前幕後對理想成績都感到振奮台前幕後對理想成績都感到振奮。。

■■岑麗香岑麗香、、何佩瑜何佩瑜、、鄭欣鄭欣
宜與崔碧珈成為好姊妹宜與崔碧珈成為好姊妹。。

■香香表示在首
天開工就受傷。

■■香香毫不錫身進行拍攝香香毫不錫身進行拍攝。。 ■■幾位女演員受訓時歷盡艱辛幾位女演員受訓時歷盡艱辛。。

■■包包推開爸爸不願被錫包包推開爸爸不願被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