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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岱融自爆
抱起陳凱琳時才
發現對方很
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蕭正楠、田蕊妮、
吳岱融、阮兆祥(祥仔) 、陳凱琳（Grace）、梁琤及
劉思希等一眾《巨輪 II》演員，昨日到油塘出席宣傳
活動，劇中飾演「獸父」的吳岱融，甫現身即大受
歡迎，更有觀眾大叫他的角色名「高天鷲」。活動
上蕭正楠和吳岱融獲安排玩互搶陳凱琳遊戲，蕭正
楠笑指 Grace 早已被鄭嘉穎搶走，所以邊個搶都冇
用。Grace 就笑指他因為有了黃翠如，所以不覺得
他有用力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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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凱琳被
「姦」
令未來奶奶憂心

演
「獸父」
吳岱融

爆紅

就將個波交返畀嘉穎，佢話角色有大發揮係好事。」Grace
即時覺得很安慰。

祥仔避談交通意外責任誰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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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輪II
II》
》本星期進入大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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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父」角色人氣急升的吳岱融，與劇中飾演其養女的
憑Grace
齊齊受訪，他笑言很久都沒有這感覺，又謂起初

接到角色時已知道人性方面較極端。對於劇中的「強姦」戲
成為全城熱話，他就笑言冇感覺。至於很多網民嫌「強姦」
戲未到戲肉？吳岱融笑說：「唔可以，會被人鬧，排練時
Grace 都好得人驚。」Grace 解釋自己角色童年時對養父很信
任，但長大後就覺得恐怖，更稱掟杯一幕很真實，因綵排時
沒有。

鍾淑慧讚老公入戲
吳岱融又提到其中一場要掟 Grace 落床的趣事，他戴了腰
封準備抬起她，抬起才發現原來 Grace 這麼輕！問到太太鍾
淑慧看了有何評價？他說：「佢話 OK，入到戲！（兒子
呢？）屋企嘢唔講你知。」劇集中又不乏金句，其中吳岱融
鬧李佳芯「臭雞」，他坦言其實本身都不想講，但如果不講
又不是這回事，所以演繹時已經收斂了。
Grace 對於男友鄭嘉穎稱讚她的演得不俗，Grace 表示自己
盡力入戲，又自爆未來奶奶指她太快就拍這類戲，大家一齊
食飯時更用擔心的眼神望住自己話：「拍這些戲好辛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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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陳展
飾演黑幫大家姐的鮑姐，昨日戴上
鵬、胡定欣、陳山聰、姚子羚、鮑起靜 護踭及護膝拍攝，講述她在陳山聰與歐
(鮑姐)及歐瑞偉，昨日於電視城拍攝新劇 瑞偉保護下上車逃走的場面。她表示昨
《同盟》的預告，準備在節目巡禮上播 日雖然自己不用揸槍，但之後的場口都
出，身穿緊身背心加皮褲的定欣與手持 要，覺得很好玩。久未拍動作戲的鮑
輕機槍的展鵬拍攝槍戰場面，定欣彎低 姐，直言今次很大挑戰，因導演要她做
身時更露出事業線。之前展鵬與定欣出 出「趴虎」動作飛到榻榻米上，但她飛
席活動被女方助手阻止合照，昨日兩人 唔出，其他人就飛起來，她就撻了落
終於肯大方來個合照。
去，而她亦未做過「趴虎」動作。問到
事後定欣與展鵬更一起把受訪問，定 拍攝可辛苦？鮑姐直言很累：「劇中仲
欣表示首次開輕機槍感到緊張又刺激， 要三吋高踭鞋拍攝，我好耐冇高踭
自己也塞了棉花在耳中保護。她又笑 鞋，所以有難度，但咗真係靚。」她
說：「想單手揸槍都揸唔到，因為唔夠 又笑言已開始有地獄通告，但自己捱
力。」展鵬則稱支槍後座力不太強，而 得，亦覺得今次拍攝有電影感。
劇中也有很多槍戰場面。定欣指
二人更有埋身肉搏戲，問到兩人
傳出緋聞後拍埋身肉搏戲會否尷
尬？二人異口同聲表示不會，定
欣說： 「要大家夾到至拍到。」
展鵬就笑說：「之後仲會玩花
式。」對於鮑姐亦有動作戲，展
鵬表示都擔心對方受傷，不過有
陳山聰與歐瑞偉保護，相信沒有
問題：「佢未習慣，慢慢會
fit。」定欣更笑言鮑姐習慣後可
能會和自己一齊操練，她又指現
時不用開工都會操練，因戲服相
當貼身。
■左起：陳山聰、姚子羚、陳展鵬、胡定欣、鮑起
鮑姐拍動作戲大挑戰 靜、歐瑞偉拍《同盟》槍戰戲。

馬浚偉生日願望想舞台劇爆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馬
浚偉（馬仔）、唐貝詩、龐景峯、
陸詩，蔡國威等昨晚出席品牌晚
宴，馬仔正忙於綵排舞台劇《偶然
．徐志摩》，難得昨天休息一天，
馬仔出席完晚宴留了片刻便回家休
息，今日便為無綫拍攝節目巡禮，
預告明年二月開拍宮廷劇。
馬仔為這次舞台劇自編、自導、
自演，身兼數職，故此臨近開騷前
兩星期打算搬到酒店住，方便出入
省却時間，馬仔透露屆時有不少好
友捧場，首場睇騷有立法會前主席
曾鈺成，其他有楊怡，關菊英，樂
易玲等，越多人看越過癮，不會有
壓力。
本月 26 日是馬仔生辰，當日他在
綵排中過，問到生日願望，馬仔即

說希望六場快些爆滿，亦不會加
場。至於成家立室未有去想，只全
心想演出順利，還有是身體健
康，慶祝留待舞台劇慶功宴補上。
趙碩之穿上露背裝現身，她透露
足球員男友已飛返加拿大搞生意，
暫時不會來港，她自爆男友是給她
趕走，原因是大家生活方式不合，
他又經常顧做生意不理自己，所
以男友已走了數個月，但有保持聯
絡。
唐貝詩和媽咪寇鴻萍一同出席活
動可是兩人要分開拍照， 唐貝詩解
釋自簽下蕭定一公司以來， 公司要
求她和媽咪出席公開場合時不要一
起合照， 用意是想她形象獨立一
點，她說這一年多以來都是這樣所
以已經習慣， 笑言工作上經常跟媽

李玟忍痛跳舞

香港文匯報訊
李玟(CoCo)早前登
上 Fashion Rocks
時尚音樂盛典的舞
台，CoCo 還擔任
這場大秀的主持
人 ， 這 既 是 Fashion Rocks 的 創
舉，也是 CoCo 首
次擔任主持人和演
出者雙重角色。
早 前 ， CoCo 曾
發過一條因練舞太
投入導致腳趾受傷 ■李玟與
李玟與Charli
Charli XCX合照
XCX 合照。
。
的微博，令關注的
她的粉絲非常擔心，而她自己也害怕演出時會受到
傷口的影響。在唱到《刀馬旦》和《Di Da Di》這
兩首由 JerryC 改編成 Hip-Hop 曲風的經典作品時，
CoCo 強忍腳趾疼痛，堅持跳完這 5 分鐘不間斷的勁
舞。連 Hip-Hop 天王 Usher 看完都在後台連聲稱讚
CoCo 絕對是亞洲最好的 Hip-Hop 舞者。而 CoCo 自
己也非常開心能夠圓滿完成所有的演出，沒有讓喜
愛她的人們失望。
演出後 CoCo 表示，Fashion Rocks 這個舞台的壓
力並不比任何一場演唱會小，由於還要兼任主持
人，所以換裝時間非常緊張，往往是跑上跑下，有
時氣還沒喘勻便又要開始唱歌，確實是一個不小的
考驗。

鄭融預去頒獎禮陪跑

陳展鵬爆同定欣拍肉搏戲玩花式

祥仔前晚發生交通意外，其駕駛的平治房車駛經沙田時撞
到前面一架貨車後，跑車起火焚毀，幸好他與同車的女友及
時逃離車廂未有受傷。祥仔受訪時，直言近日屬多事之秋：
「件事令我感覺戲如人生，諗都諗唔到現實中的我同戲中的
龍飛處境一樣，最後都係吉人天相。」他指事出突然，幸好
人無事，亦得到身邊朋友問候及祝福，有些朋友更擔心到想
喊，雖然架車無了，但原來身邊好多朋友關心自己。
問到今次損失？祥仔表示仍未計算，因發生事件都是一、
兩日的事，之後都會到保險公司處理，因事件而失去的駕駛
執照、提款卡等證件，事後他已去警
署報案拿報案紙，幸好未來也不用出
埠工作。提到他日前才表示會檢討自
己的駕駛態度，問他覺得今次意外責
任誰屬？祥仔避談說：「唔知道，亦
唔 想 經 過傳 媒 再 講， 因 為 已 報 案處
理，(女友定驚未？)總之人無事就得，
尋晚午夜夢迴時都有諗起撞車一剎那
影像，所以暫時都唔會駕駛住，昨日 ■前晚發生交通意外
都係坐的士到場。」最後他又為事件 的祥仔，避談今次意
造成當晚大塞車感到抱歉。
外責任誰屬。

咪一起有點老土， 也明白公司立
場。唐貝詩又強調公司思想開放很
痛錫自己，給予很大自由度 。問到
妹妹會否入行做藝員？她指妹妹天
性怕醜，無意加入娛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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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鄭融、張惠
雅（Regen）與樂印姊妹等歌手昨日到屋村
出席《愛心獻保良》義賣活動，剛轉投新公
司的鄭融表示近月都忙於錄音，預計明年初
會有新歌推出，雖然今年沒歌曲角逐樂壇獎
項，但她希望能出席頒獎禮以示支持，更自
嘲有坐冷板凳多年的經驗。
鄭融轉新公司後表示除唱歌外也會拍電
影，她會盡量配合公司的計劃。她說：「都
明白現在市道不好，有機會就要好好珍惜，
自己不心急要有大型活動，所以近期都以錄
音為主。」提到年底樂壇各頒獎禮，鄭融表
示今年未有出新唱片，應該沒有得獎機會，
她說：「出不出席要交由公司決定，自己都
想去支持，因為有電台都好支持自己，我都
坐過幾年冷板凳，不介意出席而沒獎。」
剛去完俄羅斯旅行的張惠雅，回港後就即
為微電影開工，她說：「之前舞台劇《進擊
的小飛》我做小飛的角
色，今次微電影的角色又
是叫小飛，覺得小飛這個
角色對我很有意義和有影
響力。」提到她在社交平
台表示自己面腫要通淋巴
和喝袪濕茶，Regen 說：
「每逢女性周期到我就水
腫，其實我有刻意為電影
去曬黑，聽別人說曬黑會
■鄭融與張惠雅（左）出 顯得瘦削，但我就沒有瘦
席義賣活動。
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