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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次對外的媒體看片發佈會上，
「新兵戰士」楊冪、黃子韜、佟

麗婭、張藍心、蔣勁夫、沈夢辰、李銳
齊齊現身，他們皆在部隊剛剛錘煉一番
後才前來與記者分享在軍營的難忘點
滴，而孫楊因為航班原因未能按時到
場。
是日，半個小時的看片環節中，記者

看到了八位明星藝人一入軍營，便放下
所有的嬌貴，開啟緊張嚴肅的軍營生
活。待各位藝人常規的自我介紹完畢
後，進入內務整理階段，在女兵宿舍和
班長作簡短交流時，楊冪脫口而出就給
王班長起了暱稱「小威威」，遭遇班長
的嚴肅以待，命令好不容易得到兩分鐘
休息的隊伍立馬起立、向右看齊。

四女聞卸妝晴天霹靂
對於接受班長的訓導，楊冪表示這些

訓導都是小兒科，讓女藝人立馬轉變成
女兵的第一步便是卸妝。這個命令下
達，四位女藝人都感到「晴天霹靂」。
楊冪坦言，女星素顏多少還是會有些心
理壓力的，此前自己也完全沒有以素顏

出現在公眾視野中，令她直呼：「連臉
都不要了，還能有什麼困難可以嚇到我
們呢？」楊冪又透露在上交隨身行李環
節，班長下達5秒鐘內在一大堆護膚品
中留下三樣東西，她當時只來得及拿最
近的洗髮、沐浴液。在卸完妝以後，四
位女生連基本的防曬潤膚乳都沒有，便
走入四十多度的高溫曝曬中接受教官的
「一分鐘」時間觀念訓練。
談及軍營初體驗，楊冪分享說，對女

孩子來說還是很辛苦的，不過也扛下來
了，「因為我爸爸以前也是海軍，所以
對於部隊的生活，其實通過他們都有所
了解軍營生活。」談及此次寶貴的機
會，楊冪感慨地表示，對於女演員來說
臉孔都是命根，如今臉都不要了，也是
挺難得的。
而作為知名的「網癮少女」，楊冪被

問到軍營回來後對網絡的依賴度有否改
變，楊冪坦言改變大着呢！回想起軍中
生活，她說那些日子連睡覺被子都是原
封不動的，就怕隨時集合，來不及摺被
子。同時也強調，在軍中生活完全不會
想起網絡，只要有得上一趟就覺得是天

堂，她再補充說：「不過，唯一讓自
己安心的就是大口吃飯。」至於可曾
在軍營遇過「粉絲教官」時，楊冪無
力地表示，他們管理好嚴格，都沒什
麼空搭理我們。

孫楊擅長說笑搞氣氛
男兵隊中，黃子韜、孫楊被隊友爆料

愛笑愛鬧。自由灑脫的孫楊對於部隊緊
張嚴肅的生活，起初沒有完全適應。在
自我介紹時，相較年齡最大的李銳剛報
完43歲，孫楊居然忍不住笑出聲來，因
此被罰做俯臥撐。而在上午的訓練結束
後，滿身汗水的8位空軍新兵回到室內
休息時，大夥兒和班長聊起了當天的訓
練感觸，班長直言自己在剛入伍的新兵
訓練半年期間衣服從來沒乾過，孫楊機
智接話：「我的泳褲也從來沒有乾
過」，惹得全場哈哈一笑。
而黃子韜在節目中的表現據說

也是可圈可點，自帶萌點的許多
表現，也讓是日在場看片的黃子
韜全程不時拿手捂臉表示：「天
啦，我咋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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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李佳
芯、陳庭欣、王浩信、蔡思貝、張振朗
等昨日在電視城為無綫新劇《踩過界》
試造型，劇中飾演失明律師的王浩信要
戴上一副白色隱形眼鏡，手持盲公竹，
而陳庭欣則要「束胸」着西裝扮男人，
造型頗搶眼。
李佳芯是飾演法官角色，外表斯文，
但性格開放，她透露：「當脫下法官袍
便會去夜蒲，所以要打扮性感，少不免
騷胸晒腿，經常要穿貼身衫，對我來說
是新挑戰。」她笑言：「完全不懂調整
出『事業線』，比我想像中難，（要買
不同bra配合？)是呀，因我平時很少露
事業線，原來着不同衫有不同方法。」
問到造型性感要向另一半備案嗎？她反
問：「點解要？工作同其他人無關，一
切視乎角色需要，（有傳你跟男友同
居？) 不想再解釋，向來對感情低
調。」

王浩信面對女神「無眼睇」
扮演盲人律師的王浩信戴「白眼
Con」及手持盲公竹示人，於劇中艷福
不淺的他，在大合照時被蔡思貝、李佳
芯及張振朗貼身夾擊。當中張振朗除了
與浩信扮錫錫之外，更從後攬實對方及
揸其胸部，令浩信大叫：「你唔好再亂
郁！我老婆都未試過咁！」相當爆笑！
浩信會與蔡思貝、李佳芯及朱千雪等
合作，艷福不淺，他笑言因角色是失
明，所以太太不會擔心，戲中也沒有親
熱戲。反而擔心長期戴着特製隱形眼鏡
會傷及眼睛，他透露：「這副隱形眼鏡
在韓片《屍殺列車》都用的！」
陳庭欣在劇中反串男人，昨日她戴上
假髮眼鏡，配上西裝現身，她表示：
「我會變性，最後以女人打扮出現。」

她更指這身打
扮是參考緋聞
男友翟威廉和
許家傑，而她
和翟威廉亦大
方合照。
蔡思貝在劇

中是哨牙妹兼
臉有刀疤，她
笑說：「裝上
假哨牙後容易
入風，會經常
口乾，所以要
想辦法令口腔
濕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胡楓（修
哥）太太呂詠荷日前因病逝世，昨日於紅磡
世界殯儀館一樓景仰堂設靈，翌日舉殯，喪
禮以基督教儀式進行。靈堂以素色佈置為
主，上方橫匾寫上「主懷安息」，中央放了
修哥及家人的花圈，修哥的心形花圈上面寫
着「詠荷 緣盡今生 來世再續 修」，靈堂兩
旁則放了修哥契仔及契女，包括張學友與羅
美薇、黎明、林憶蓮、劉美君、斑斑、方國
珊的花圈。
其他致送花圈的還有前無綫行政主席梁乃

鵬、粵劇名伶梅雪詩、謝賢、羅家英與汪明
荃、劉德華、譚炳文、李香琴、薛家燕、譚
倩紅、鄭則士、黎耀祥、容祖兒、Twins、杜
平夫婦、黃錦燊及趙雅芝及食物及衛生局局
長高永文等。
傍晚張學友、斑斑、劉美君、林憶蓮、張

家輝、吳君麗、羅蘭、薛家燕、汪明荃、謝
賢、Joe Junior、黎耀祥、歐陽震華、丁羽、
吳麗珠、前無綫行政主席梁乃鵬、吳雨及樂
易玲等先後到場致祭，而白雪仙則由徒弟陳
寶珠及好友陳善之陪同到場。
下午5時40分修哥在契女方國珊陪同下接

受傳媒訪問，修哥先向傳媒說：「辛苦晒各
位，好抱歉，為咗我太太你哋咁辛苦，我太
太係好有福氣，全屋企人、仔女、新抱、女
婿、孫、曾孫個個都好孝順佢，佢臨走時全
屋企人佢都見勻晒，我知道佢個心好安慰，
到佢臨終時所有人都喺佢身邊，佢都應該好
開心，所以到最後一口氣佢係微笑嘅。」講
到這裡修哥難掩傷心，掩口強忍淚水。修哥
又稱在太太臨終時跟她說：「個個人都好
乖，你放心去啦，如果唔係你會好痛。」說
罷便由方國珊攙扶返入靈堂。

羅蘭見證半世紀的戀愛
修哥的長子胡永康與長孫胡家俊，亦在曾醒

明陪同下接受傳媒訪問，胡永康感謝傳媒到場
採訪。永康透露媽媽82歲，離開時好安詳，
爸爸及子女都在身邊，媽媽有老人病、近一、
兩年身體有問題，因為併發症心臟有事。
契仔張學友昨晚聯同張家輝齊齊抵達靈

堂，引起一陣混亂，二人逗留約半小時便離
開。戴上口罩的學友心情低落未有接受訪
問，家輝就邊行邊受訪，他指修哥表現平
靜。家輝稱自己不是修哥契仔，但也有安慰

修哥，他說：「之前曾經到修哥屋企食飯見
過胡太，當時佢都好健康。」
契女斑斑下午五時許抵達靈堂，她表示知

道契媽離世消息時，剛巧正落機，收到很多
傳媒的留言，當時自己都好愕然，即刻致電
契爺，他心情都不是好平伏。她眼濕濕說：
「都好震驚，我都有安慰契爺，可能佢都有
心理準備，但都係唔捨得！」
經常與修哥拍檔的羅蘭與薛家燕昨晚一起

到場，羅蘭姐因為喉嚨痛未有回應，由家燕
姐代答，她說：「聽羅蘭姐講修哥同太太幾
十年夫妻，一直好恩愛，羅蘭姐睇住佢哋拍
拖，佢哋兩個係初戀，所以一直互相支持同
愛護，又愛錫仔女。修哥當然會好難過傷
心，希望佢容易度過呢一段時間。」
謝賢（四哥）離開時表示有安慰修哥，並

透露對方心情OK。阿姐（汪明荃）離開時
表示以前經常和修哥合作，所以都有接觸修
嫂：「她人好好，所以我知道消息時都好愕
然，亦都擔心修哥，剛才見佢坐埋一邊唔出
聲，好少見佢咁。」吳君麗離開時表示對修
嫂離逝大感惋惜，自己幾個月前都探望過修
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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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盲人律師的王浩信被蔡扮演盲人律師的王浩信被蔡
思貝思貝、、李佳芯及張振朗夾擊李佳芯及張振朗夾擊。。

■■胡楓太太昨日設靈胡楓太太昨日設靈。。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胡楓由契女方國珊陪同下抵達胡楓由契女方國珊陪同下抵達。。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長子胡永康長子胡永康((左左))及長及長
孫胡家俊感謝傳媒孫胡家俊感謝傳媒。。

■■契女林憶蓮與劉美契女林憶蓮與劉美
君致哀君致哀。。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姜大衛夫婦到場致祭姜大衛夫婦到場致祭。。

■■白雪仙由陳寶珠陪伴白雪仙由陳寶珠陪伴
下到場下到場。。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楊冪表示家有海軍爸楊冪表示家有海軍爸
爸爸，，對軍中生活有心理對軍中生活有心理
準備準備。。 胡若璋胡若璋攝攝

■■楊冪素顏受訓楊冪素顏受訓。。
胡若璋胡若璋攝攝

■■楊冪楊冪((右右))和佟麗婭在軍
和佟麗婭在軍

中相互鼓勵
中相互鼓勵，，能挺下來能挺下來

都不容易都不容易。。 胡若璋胡若璋攝攝

■■幾位藝人新兵接受
幾位藝人新兵接受

「「魔鬼訓練魔鬼訓練」」後獲授後獲授

予軍銜予軍銜。。 胡若璋胡若璋攝攝

■■孫楊起初未適應部隊孫楊起初未適應部隊
緊張嚴肅的生活緊張嚴肅的生活。。

■■戴上口罩的學友偕家輝戴上口罩的學友偕家輝
抵達靈堂抵達靈堂。。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