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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緋聞被拿來開玩笑，心穎和
馬國明都表示不介意，心穎笑

道：「劇中我是好猴擒和單戀對方，
當作娛樂一下大家，幾好笑。」馬明
就稱劇中因救過心穎一命，所以她會
仰慕自己，他說：「心穎在劇中都好
慘，最後都會死，我就孤獨終老，所
有女仔都無我份，因為她們全部喜歡
皇帝。」二人又笑稱劇本與現實緋聞
互相炒作，笑問心穎是否拿正牌帶馬
明回家練戲，她撒嬌道：「都沒有帶
過，開工後會長時間在公司，不用帶
回家。」至於二人是否對方的「那杯
茶」，心穎害羞地表示不知道，要先
相處一下。提議馬明先嗒過杯茶再打
算，他說：「好似幾好喎，寓工作於
拍拖，劇中心穎當然是我杯茶，喜歡
她楚楚可憐，現實就不知了，要再了
解一下。」

勤減肥不做「蕭腩肉」
扮演皇帝的馬浚偉劇中被眾美女包
圍，他解釋因為所有人都喜歡權力才
接近他，蕭正楠就笑指全劇只有心穎

不喜歡馬仔。馬仔稱劇中有多達20多
個造型，也有與皇后胡定欣和妃子周
秀娜的出浴戲，他說：「我們不是要
賣弄性感，所以會拍得好靚，我都要
操練身軀，但露那方面就交給蕭正楠
和馬明。」
蕭正楠就笑稱與馬明有出浴戲，現

在也勤加減肥操弗身形。提到他在
《巾幗 3》中露出肚腩肉被取笑做
「蕭腩肉」，他呼冤道：「那個是替
身來的，如果我知道替身咁肥，寧願
自己拍返。」
三位主要女角胡定欣、劉心悠、周

秀娜之中，以娜姐的V型低胸裝最性
感，她解釋昨日造型是做妃子懷有龍
胎後，所以要豐滿一些。提到娜姐與
馬浚偉有出浴戲，她表示自己在劇集
後半部才重戲份，現在未收到相關劇
本，但稱與馬仔是夫妻關係，有共浴
也是正常事，相信電視尺度不會太誇
張。心悠就大讚劇組製作認真，每套
服飾都要求嚴謹，笑言自己的蝴蝶頭
已被大家封做「蝴蝶公主」，也解釋
她沒有低胸造型，是監製覺得平胸會
更有美感。
久未有拍宮廷劇的胡定欣，表示服

裝造型有拍古裝經驗，所以她戴上的
頭飾也不算太重。

胡定欣期待出浴戲
對於與馬有出浴戲，定欣笑道：

「每日都沖涼啦。不過都期待的，知
道會拍得很有美感，現在自己都要拿
女人韻味出來，要斯文一些。」有傳
定欣為接近緋聞男友陳展鵬，寧願不
買樓也提早續租將軍澳住所，她笑
道：「咁都得？都作得好離譜，住將
軍澳是因為近公司，買樓都要儲錢
的，現在要買樓並不容易。」

馬浚偉演皇帝好豔福

心穎猴擒
奉旨攬實馬國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無綫與企鵝

影視合拍的新劇《宮心計2深宮計》昨日於

電視城舉行大型記者會，眾演員包括胡定

欣、劉心悠、周秀娜、馬浚偉、蕭正楠、馬

國明和黃心穎等，以劇中造型大晒冷亮相，

大會更將馬國明和心穎的緋聞擺上枱，由皇

帝馬浚偉下聖旨要馬明「奉旨成婚」，心穎

即猴擒地飛撲出來攬實馬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歌手吳業坤
自資的西裝店昨日正式開張，被傳不和的胡鴻
鈞、JW和坤哥媽咪均有到場支持，染了一頭
紅髮的坤哥取意頭「鴻運當頭」，希望生意一
年內能回本再開分店。
坤哥透露今次開店與朋友合資6位數，笑言

不想欠下太多人情債，所以只請胡鴻鈞到來，
但也想不到有很多圈中人會送花籃，他說：
「之前有向蘇志威取經，請教他做生意的心
得，也證明同行不一定是敵國，他是我的學習
對象。」笑指緋聞女友龔嘉欣有沒有表示時，
坤哥稱沒有高調地四處張揚自己開舖頭，所以
對方不知道。
JW到場即向吳業坤拿折頭，笑問她是否為

男友買西裝，她說：「我自己買的，女仔都可
以穿西裝。其實我都想搞生意，飲食和服裝都
想試。」提議她與好友何超蓮合作搞生意，她
說：「我覺得和朋友合作做生意怕有拗撬，所
以都會自己搞。」至於下月會出新唱片的
JW，坦言已有4年多沒出碟，透露今次唱片封
套以復古造型亮相，希望歌迷會喜歡。

■■馬浚偉馬浚偉((左左))下聖旨要下聖旨要「「奉旨成婚奉旨成婚」，」，心穎心穎((左二左二))即猴擒地飛撲出來攬實馬國明即猴擒地飛撲出來攬實馬國明。。

■■《《宮心計宮心計22深宮計深宮計》》是監製梅小菁回是監製梅小菁回
歸歸TVBTVB首作首作。。

■■胡定欣胡定欣、、劉心悠劉心悠、、周秀娜在新劇中擊戲周秀娜在新劇中擊戲。。

■■陳煒表示期待和米雪合作陳煒表示期待和米雪合作。。

The Kills下月來港演出
英國樂隊THE

KILLS 將於下月
28日假旺角麥花
臣場館舉行演唱
會，是次是他們首
度來港演出，加上
今次亞洲巡迴演出
只有香港及東京兩

站，對本地樂迷來說實屬難得的機會。
The Kills於2000年代就奠定了他們在

Garage Rock派系中的標誌性地位，過去
發表的五張專輯統統好評如潮，包括一鳴
驚人的《Keep On Your Mean Side》、
堪稱經典的《Midnight Boom》及去年大
熱新作《Ash & Ice》等。

《感恩號大篷車》年內上映
文匯報訊（記者 熊君慧）為實現老母
親暢遊全國的心願，自2006年開始黑龍
江蘭西縣王凱、王瑞兄弟倆徒步陪母親踏
上北起黑龍江、南到香港的旅程。因為老
母親眩暈症，一路上兄弟倆輪流拉着一輛
自製的「大篷車」，磨破37雙鞋，跨越
600多個城市，歷時517天走過3萬7千公
里，拉着80多歲的老母親遊遍了大半個
中國。這一段感恩的旅程，被國人譽為當
代「孝的長征」。根據這一故事改編的中
國第一部孝道電影《感恩號大篷車》將在
今年香港回歸20周年上線並將登陸內地
各大院線。

莊思明首次穿旗袍
中藝品牌日前於會展舉

辦「時尚品牌匯演」時裝
秀欣賞演出，品牌十分榮
幸邀請到愛情事業兩得
意、氣質優雅的莊思明親
臨一同欣賞，並首次穿上
中藝品牌最新款天工閣價
值$14800的女裝背心裙
及配以可愛熊貓造型閃石
晚裝袋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HMV
位於中環全新概念店昨日開幕，黃子華、
佘詩曼、雨僑、連詩雅及蕭定一齊出席撐
場。黃子華透露於農曆新年後將與佘詩曼
合作拍一部動作喜劇，他飾演特務007的
師兄，他笑言自己犀利到沒「冧把」。子
華表示現要保持着不肥不瘦的身形，但新
年十日假期他起碼會吃足四十餐，要身形
不改變是件難事，他笑說：「我比大家想
像中貪吃，吃到個腦已覺得飽，卻仍會像
金魚般繼續吃！」
子華表示阿佘於戲中飾演香港政府很有
威勢的高層官員，問到二人有否愛情線？
他笑言這是避免不了的，至於咀戲方面，
他笑說：「男演員這方面好被動，要看女
演員肯做甚麼！」記者笑指床上戲也屬於
動作戲，子華答謂：「你想多了，其實不
單止，特務戲沒有的我們也有！」那是否
要操練肌肉？子華笑說：「我保證不會令
觀眾難受，所以不會看到我的肌肉！」
阿佘與子華合作的新戲將扮演政府高

官，她笑言頗有
威 勢 會 欺 負 子
華，但對方內心
仍想保護着她和
幫她。子華表示
拍咀戲男演員很
被動，阿佘指有
跟 子 華 出 來 開
會，被對方問有何底線及拍動作的尺度，
她坦言自己沒定下底線，唯一是她頸有舊
傷患，不能大力扯或一手劈她的頸項，至
於咀戲，她相信子華隨時會靜靜「攝」進
劇本中，但畢竟今次是喜劇，咀嘴也不會
太過激烈的。她反而擔心子華愛爆肚，因
之前合作拍劇時常被他整蠱好乞人憎，試
過有次還手用牙簽筒一手拍向他頭殼，到
之前開會時才知這對他留下了陰影，她一
遞手子華會自然反應縮一縮，阿佘更取笑
他原來是這麼小器！另阿佘亦跟古天樂正
合作電影，戲中都有親嘴戲，更是很
sweet的那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周杰倫
(Jay) 於紅館一連九場的演唱會，前晚舉行
尾場， 適逢亦是周杰倫與昆凌結婚兩周
年的日子， 同時昨日亦是他的三十八歲
生日，昆凌前晚亦有到紅館撐老公場，
為免傳媒拍照， 戴上黑色口罩的她在多
名工作人員築起的人牆下入場， 並坐在
控制台附近的位置欣賞老公演出。
尾場邀請到校長譚詠麟擔任嘉賓，當

Jay唱校長的廣東歌《一生中最愛》唱到
一半時，校長就出現，二人來個合唱，校
長又笑問他：「為甚麼你會選《一生中最

愛》？是你喜歡還是老婆喜歡？」Jay稱
他一家人都喜歡， 而一生中最愛就是歌
迷朋友們。校長提醒Jay小心老婆呷醋，
Jay即補鑊說：「還沒講完，歌迷外，還
有老婆跟媽媽。」 到點唱環節，全場歌
迷除為偶像唱生日歌外，又有歌迷預祝他
年年十八歲令他開心不已。
完騷後，Jay在後台接受傳媒訪問，他

笑稱是十八歲生日， 並透露願望是買一
幅畫放在房間裡，好好欣賞自己的三十八
歲， 因為最近比較喜歡畫，不再買跑車
了，媽媽也會比較容易答應。 問到房間

不是放結婚照嗎？他笑說：「一般人會放
結婚照， 我就不要跟別人一樣，(會畫全
家幅？ )再考慮。」至於結婚周年紀念日
會送太太甚麼禮物？他表示因為要準備演
唱會都未有時間買禮物給太太昆凌，更自
爆當年的求婚戒指也是在香港開演唱會的
中段休息日偷偷去買的，他笑說： 「當
時沒有人知道， 買禮物要很秘密進行，
但結婚後老婆常常都跟着，好難給她驚
喜。（ 她送你甚麼？）還不知道，還未
回飯店， 而我會挑選頸鏈給她作禮
物。」問到會否送BB？他就笑而不語。

周杰倫房間不放結婚照

JW即場向坤哥攞折頭

■■譚詠麟擔任周杰倫香港演唱會嘉賓譚詠麟擔任周杰倫香港演唱會嘉賓。。

■■昆凌昆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身穿低胸裙的
張秀文到旺角出席手機遊戲活動，她大晒34D
豐滿身材，拎起紀念品時更不經意夾出三吋事
業線。秀文自認是手機遊戲愛好者，拍攝等埋
位時經常喪玩，更影響到其他「是非精」玩埋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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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佘預告欺負子華

■■JWJW到場即向吳業坤拿折頭到場即向吳業坤拿折頭。。

■■佘詩曼佘詩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胡杏
兒昨日到又一城出席商場賀年活動，
活動上更即席揮毫寫上雞字及製作賀

年吊飾，杏兒表示最近因拍戲而練
字，但發覺跟在家中寫很不同。
婚後首年在港過年的杏兒，下星期

才着手辦年貨，之前就與奶奶一起去
買桃花佈置屋企，之前又學整蘿蔔
糕，但因為首次整，拿捏得不太好，
下次可以整得更好。杏兒身為「客家
新抱」，表示想學整客家茶粿，將來
可將這門手藝承傳給子女。問到奶奶
可有催她生B ？杏兒笑說：「唔催都
會盡力，希望啦，而家有食中藥調理
身體，拍完內地劇後便會多陪老
公。」談到雞年願望，杏兒表示想身
體健康！再問到會否想明年帶多個去
逗利是？杏兒即說：「都好喎，希望
明年有人幫我收返(利是)。」
談到近日有傳其好姊妹姚子羚好事

近，杏兒指個個都有機會跑出，個個
都是筍盤。問到是否要度期為子羚做
姊妹？杏兒笑說：「唔使度期，隨時
一叫更就ok，一定有期。」

胡杏兒調理身體等生B

■■胡杏兒胡杏兒

■■The KillsThe Kills

■■莊思明莊思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