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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尼狄與
蒂達各執一
個迷你獅頭
點睛。
莫雪芝 攝
■導演史葛迪歷克遜
導演史葛迪歷克遜、
、班尼狄甘巴貝治
班尼狄甘巴貝治、
、蒂達史
雲頓及監製奇雲費治接受鄭裕玲訪問。 莫雪芝 攝
雲頓及監製奇雲費治接受鄭裕玲訪問。

■鄭裕玲成功集班尼狄郵
鄭裕玲成功集班尼狄郵。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娜）Marvel 超級英雄片《奇異博士》（Doctor
Strange)全球宣傳活動昨日正式展開，首站來到香港舉行亞太區記者會，英國
男神班尼狄甘巴貝治(Benedict Cumberbatch）、金像女星蒂達史雲頓（Tilda
Swinton）、導演史葛迪歷克遜 (Scott Derrickson）以及 Marvel 主席兼該片監
製奇雲費治（Kevin Feige）齊齊現身谷戲，吸引過百本地及海外傳媒出席。

《奇異博士》首站訪港造勢

班尼狄望出海
■班尼狄與粉絲自拍
班尼狄與粉絲自拍。
。 彭子文 攝

■4 人齊做正輪印手勢啟動儀式。彭子文 攝

者會開始前，先播出《奇異博士》的精彩片段，
記再由班尼狄粉絲兼大會主持Do姐鄭裕玲介紹4

人出場。《奇異博士》改編自1963年推出的漫畫，奇
雲表示：「這是我的職責，多年來一直想將這個故事
搬上銀幕。」史葛指《奇》片講述的是一個全新的平
行世界，涉及超自然和魔法，令他很感興趣。

全劇組遷就班尼狄檔期
談到為何選班尼狄演奇異博士和蒂達演至尊魔法師
古一，奇雲直言：「準則就是找最好的演員，而多年
來班尼狄一直是我們的首選，我們甚至為了遷就他的
檔期而更改電影拍攝時間表，是Marvel電影史上第一
次。」史葛謂他們很幸運，主演都是他們心目中的首
選，「尤其古一我是以蒂達為原型去寫，完全為她度
身訂造，如果她拒演，我要重寫劇本。」
之後，Do姐問班尼狄如何準備角色前，先向男神打

蒂達想見曼玉

招呼兼自爆是其超級粉絲，班尼狄聽後笑一笑，稱很
榮幸。他謂準備工作與拍其他電影沒有分別，只是今
次又要吊威吔又要周圍跑，以及有不少打戲，體力上
要求很大，當然也要熟讀劇本理解角色，他還趁機讚
史葛劇本寫得好。蒂達謂戲中都要跑和打，也認同班
尼狄的論點，準備功夫與其他作品差不多，但她直
言：「每次站在鏡頭前都會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在拍
什麼電影？這是Marvel電影，而且由史葛執導，是獨
一無二的。」

今次是二人首度合作，問到拍攝期間有何趣事？二
人聽後大笑，蒂達直言：「我們拍得很開心。當時我
迷上了一款手機遊戲，一有空就玩，但班尼狄的BB很
令人分心。」班尼狄也直認囝囝在片場影響力大，工
作人員明明很累無精神，一見到囝囝即時醒晒。史葛
就趁機讚班尼狄非常敬業和勇敢，親自上陣拍打戲，
還因而受傷，直言：「他絕對是武打巨星。」問到想
擁有什麼超能力？班尼狄想飛，蒂達就想可抵抗時
差。

班尼仔成片場開心果

紅地毯玩自拍大顯親民

另外，談到拍攝期間最難及最有趣的地方時，班尼
狄謂最難的正是最有趣的，尤其要演活角色由自大醫
生慘遭車禍雙手被毀到變成超越英雄的心路歷程。至
於蒂達在戲中要光頭，是否化妝最有趣？她笑言：
「化妝？我無化妝。我現在戴了假髮。」

最後，談到在港想做什麼，奇雲表示兩小時後會去
歎點心；班尼狄指13歲來港時曾出海游泳，希望今次
可以重溫一下；蒂達透露在香港有朋友，叫Maggie
Cheung（張曼玉），期待同對方見面；史葛就想行下
海旁。之後，大會安排點睛儀式，他們各執一個迷你

獅頭點睛，期許新片大賣。
晚上，四位主創移師尖沙咀海
旁舉行啟動禮，吸引過千名市民
圍觀。到8時44分，奇雲打頭陣
現身紅地毯，蒂達在藝術家男友
陪同下現身。其中班尼狄和蒂達
不停跟粉絲玩自拍，收到公仔的
後者更狂做愛心手勢。班尼狄指
他會在未來兩集《復仇者聯盟》 ■蒂達送上「心
亮相，最想和鐵甲奇俠交手，又 心」。 彭子文 攝
謂拍過Marvel電影的男星都是他的男神。問到蒂達有
否邀請張曼玉出席紅地毯活動時，她稱曾用電郵和曼
玉聯絡，「但她好像不在香港。」不過有機會必定介
紹曼玉給班尼狄識。另外，儘管不懂得廣東話，兩位
巨星也跟隨記者講出「我愛你哋」、「你好」等，親
民程度爆燈。

成家立室循序漸進

嘉穎認阿媽恨抱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
鄭嘉穎、曹敏莉與惠英紅等人昨
晚出席《屈臣氏健康美麗大賞》
活動，懷有6個月身孕的曹敏莉大
腹便便到場，她透露生完此胎男B
後就正式「收爐」，她更催同場
的嘉穎早點結婚生仔。
曹敏莉透露預產期約年底、明
年初，至今已增重了 10 多磅，現
在身體狀況不錯也睡得好，她
說：「只是懷孕初期嘔得嚴重，
可能受荷爾蒙影響到，但總算精
神。頭兩胎都陀得很好，大女更

兩星期就戒夜奶，希望囝囝都一
樣乖。」問到生完第三胎是否宣
佈「收爐」封肚，她笑道：「都
是，雖然結婚時先生想過生4個，
但生完兩個才知湊小朋友很忙，
現在他們入學才生第三個，不想
他們年齡相差太遠。」
鄭嘉穎甫到場就恭喜曹敏莉再
當媽媽，問到何時到他做爸爸？
他說：「要循序漸進一步一步
來，現在未有計劃，雖然媽咪好
想有，但急不來，有好消息一定
通知大家。」工作忙碌的嘉穎表

示昨晚活動後就要飛到長春出席
電影節，因他主演的電影《貧窮
富爸爸》有份參展，近日都要忙
做宣傳。至於舞台劇《風雲》的
準備情況，嘉穎稱已開始初步錄
音和各自綵排，因為舞台劇明年 4
月才演出，總綵排相信到演出前
兩個月才開始。
提到女友陳凱琳與吳岱融在
《巨輪 II》中的演出成為話題，
嘉穎說：「我都有看過，相信是
監製設計好的劇情，每部劇有高
低潮才有追看性。」笑問他有否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李思穎）徐
濠縈、周汶
錡 、 吳 千
語、鍾浠文
昨日出席由
Victoria
Beckham 聯
■吳千語
同護膚品牌
推出限量彩妝系列的發佈會，當
中千語的露腰裙和鍾浠文的
tube top低胸裝最性感。
千語被問到有傳無綫高層樂易
玲力邀其男友林峯回巢，千語覺
得是煲水新聞，但知道阿峯和樂
小姐有聯絡，雖然阿峯離開無
綫，他和樂小姐仍是好朋友，而

千語則沒有多問男友關於工作的
事，問她男友返無綫的話會否支
持？她說：「他做任何事都會支
持，但我經驗淺，很少給意見，
（希望一起拍劇？）沒有想過，
（有傳阿峯想開工作室？）看他
想點，我知他想突破自己多作嘗
試，總之我會支持他，（你會否
加盟他工作室？）不會，他也沒
提過，我們工作上是分開的。」

徐濠縈積極造人
阿徐指從沒見過碧咸嫂，但就
大讚對方能夠擁有個人事業和照
顧到一屋四個小朋友，這正是她
的夢想。育有一女的阿徐被笑尚
要生三個才能貼近碧咸嫂，她雀
躍謂：「我都好想，正努力中，

要趕尾班車。」
陳奕迅（Eason）在這兩年都
不停舉行巡迴，下周在北京是壓
軸一站，是以阿徐約好一班朋友
到北京支持，之後有時間便可以
嘗試造人。阿徐也有向身邊朋友
請教生仔秘方，但她不想有太大
壓力，她又稱原本想要馬騮（指
猴年BB），正好女兒12歲一個
循環，可是老公太忙便告吹了。
再有報道指何超儀要與阿徐「割
席」，要由Eason做和事佬，阿
徐不欲多講：「沒此事，全是構
造出來，你們可問超儀，不要問
我。（超儀會到北京睇騷嗎？）
應該不會去，她要睇住老公，我
們根本沒事，有保持微信聯
絡。」

鮑姐拍劇連踩廿小時話習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鮑起靜（鮑姐）、陳展
鵬、姚芷羚、郭峰、陳山聰及
湯洛雯等，昨日在將軍澳一間
酒店內拍攝新劇《同盟》。首
次為無綫拍劇的鮑姐，表示大
家對她非常好，見到好多好朋
友好親切。
鮑姐表示已開工拍了兩個星
期，問到她可習慣？她笑說：
「都好習慣，（每日拍十幾個
鐘？）唔只十幾個鐘，明日
（ 今 日 ） 開 08 至 29， 但 都
OK，好開心監製對我好好，
我唔慣演啲咁強勢嘅角色，監

製不斷鞭策我，以為自己變咗
另一個人，過足戲癮。」她又
透露劇中展鵬飾演她的兒子，
而她更一人分飾兩角。
展鵬以往在亞視曾跟鮑姐合
作，如今再在無綫合作拍劇，
他表示很有親切感也好期待。
談到有傳他以續約換視帝，展
鵬說：「如果係就好，現在投
票好公開，好似港姐、港男，
最緊要觀眾同公司都一致，成
日都聽聞有呢啲傳聞，但冇發
生喺我身上，如果係公平公正
下拎到獎會好開心，（以約換
獎都制？）睇吓簽幾多年，都

■鮑起靜
鮑起靜、
、陳展鵬與姚芷羚
合演新劇《同盟
合演新劇《
同盟》。
》。
肯，（簽幾多年先肯？）起碼
簽十年，做到我退休會制，但
覺得公司唔會着數我，後生十
年都 OK。」問到鮑姐可睇好
展鵬得視帝？她說：「《城寨
英雄》展鵬做到咩成績，觀眾
會睇到佢嘅表現，一早畀咗個
視帝佢。」

■鄭嘉穎甫到場就恭
喜曹敏莉再當媽媽。
喜曹敏莉再當媽媽
。
看不慣女友被人侵犯，他說：
「不會，反而媽咪就反應大，可
能覺得她入行不久就要做這些，
我當然知道只是做戲。」

陳煒想夫妻檔拍飲食節目

千語沒想過孖林峯拍劇

■眾人舉杯預祝演唱會成功
眾人舉杯預祝演唱會成功。
。

■陳煒親手餵阮兆祥品嚐
陳煒親手餵阮兆祥品嚐。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陳煒（煒哥）、阮兆祥
（祥仔）、衛志豪、泰臣及
張智恆等昨日出席無綫全新
飲食節目《煒哥的味道》記
者會，煒哥更即席示範一味
「蟹粉鳳尾蝦窩巴」供嘉賓
主持及監製品嚐，祥仔試食
時不小心整跌食物，之後要
煒哥餵他。
煒哥早前去了台灣及雲南拍攝節
目，她大呻在戶外拍攝辛苦之餘更曬
到出斑。祥仔透露煒哥的台灣老公顏
志行專程從台北開幾個小時夜車到台
南探班，節目中更粉墨登場下廚。煒
哥指老公都同樣喜歡煮食，所以去睇
她拍攝食材，又帶了相機去影相。首
次有飲食節目出街，煒哥坦言心情緊
張，都希望收視理想，可以開拍第二
輯，與老公夫妻檔到西班牙拍攝。祥
仔表示與煒哥有共同朋友，都會一齊
食飯，知道她煮食很叻，尤其是煮泰
菜，味道比很多師傅更地道，所以煒
哥邀請他拍攝即時答應。

細數巨星昔日 Disco 趣事

叻哥揭鄧麗君凌晨前交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為慶
祝著名 Disco 荷東 30 周年，於 11 月 5
日在香港亞博舉行《百利達荷東紀念
演唱會》，由一眾上世紀80年代具代
表性的外國歌手演出，昨日記者會
上，邀得陳百祥（叻哥）、陳欣
健 、 Joey Tang 及 搞 手 楊 振 龍 出
席，至於譚詠麟、阮兆祥及張立基等
則有拍片段支持。
陳欣健和叻哥表示今次是跟酒商合
作的紅酒有份冠名贊助，而阿叻是由
當年荷東股東之一的陳欣健帶到 Disco，在內曾有不少紅星的驚奇和驚喜
趣事，因為每晚都有不少人飲醉酒，
洪金寶、成龍和楊紫瓊都是常客，鄧
麗君曾在那裡開過生日會，還感動流
淚，不過她要在凌晨12時前離開，因
為其男友會來電找她。叻哥又指當年
正值電影黃金時代，成奎安和陳惠敏
都因去玩，見他倆樣子夠兇神惡煞被
發掘去拍喜劇。
至於楊振龍曾在在荷東負責打碟，
他記憶最深是梅艷芳跳舞最型格，要
數最好酒量的都是阿梅和劉嘉玲，周

■「真人芭比」Valeria Lukyanova
與荷東DJ楊振龍合照。
星馳倒會靜靜坐着專心聽歌。楊振龍
透露今次演唱會邀得有「真人芭比」
之稱的烏克蘭歌手 Valeria Lukyanova
來港獻藝，還希望唱過意大利歌手
Gazebo 改編歌曲的譚詠麟來現場合
照。他希望80年代的藝人朋友都來參
加今次的派對，共同懷舊一下。

關詠荷叫定家輝預立遺囑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吳文
釗）關詠荷昨
日以光明大使
身份出席《奧
比斯世界視覺
日》宣傳活
■關詠荷
動，已連續兩
年擔任大使的她分享護眼知識，笑言
自己也是「低頭族」常玩手機和電
腦。
本身有遠視的關詠荷表示常皺眉，
令人錯覺她外表兇惡，其實她是用力
看東西，並笑道：「為免影響形象都

去配了眼鏡，現在會寬容好多，遠視
和老花有少少不同，自己未去到老
花。」提到劉青雲向太太郭藹明送樓
送公司，關詠荷就笑道：「開公司有
負擔的，他在騙郭藹明，有什麼事要
揹的。」至於老公張家輝又會送什麼
給她時，她說：「叫他寫遺囑給我得
啦，開公司不要寫我名。其實他份人
已經是最大的禮物，沒有男人像他一
樣勤力工作，不會搞東搞西。」關詠
荷更大讚張家輝閒時很努力寫劇本，
她說：「早幾年會覺得他冷落自己，
但現在覺得他寫劇本幾好，他都是在
思考，最重要是個人在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