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佘對於有份演出的劇集《天與
地》及《使徒行者》被網民選為

經典劇集，她開心地表示自己都鍾意
這兩套劇，並反問還有哪些劇集入
選。問到何時再拍劇？她表示有適合
的劇本都想參與，而且她跟TVB還有
一部劇集合約，3月她會先同黃子華合
作一部電影，由於相隔了七年再合
作，她都好期待。戲中她會飾演警察
部門的角色，有別以往的角色。她又
透露間中就會跟子華見面傾劇本：
「子華同我都有份參與劇本創作，不
過佢參與多啲，部戲係輕鬆搞笑，動

作唔多，唔使
幾 層 樓 跳 落
嚟，（拍電影
可 會 有 壓
力 ？ ） 一 定
有，其實做每
一樣工作都會
有壓力，會盡
力而為，會做
足功課。」
談到馬國明

指拍劇試過地
獄式連踩 27.5
小時，阿佘指
不單只拍劇，
電影都會，她
試過拍完劇再
去拍電影，最

重要是出來的成果，收視好就是最好
回報。
昨晚楊怡貪靚穿上露肩裝現身，問

到她是否愛靚唔愛命，初時她仍逞強
說不覺凍，後來才笑着說：「但雞皮
出賣咗我。」談到工作，她表示近日
忙於為4月到上海、成都、深圳及廣州
演出的舞台劇《我和春天有個約會》
做綵排，雖然之前演過，但在新地方
演出都有挑戰。她指舞台劇巡演至4月
底，說到她下半年豈不是可以積極造
人？她笑說：「承你貴言，完成工作
再調理好身體先，（想快啲做媽
咪？）唔急嘅，我同老公都好忙，好
少二人世界。」婚後與老公聚少離多
的她，希望有時間再同老公去旅行，
她指之前度蜜月只去了韓國，問到想
去哪裡玩？她說：「咁又冇諗，想陪
媽咪旅行先。」

C君無105%人工難買樓
農夫的C君近日盛傳買豪宅築愛

巢，C君就否認說：「咁貴，點買得
起？租㗎咋，（咁多Job都買唔起？）
我又儲唔到105%人工，每日亦慳唔到
用50蚊以下使費，亦冇要求唔大唔細
二千呎樓，（幾時買豪宅？）唔敢
諗，好渺茫！（冇樓冇老婆？）吓，
咁嚴重？不如娶層樓。」他又反問拍
檔陸永：「點解你又有老婆嘅？」陸
永說：「我有樓就驚，我都係租嘅，

有太太就當有咗層
樓。」再追問到
C君是否真的築
愛巢？他說：
「點為之係
愛巢？一齊
住當然一
定係我女
主人，但
未 必 係
愛 巢 ，
同阿媽
住 又
點？」
陸永就
笑指是
「 孝
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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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陸詩韻穿
上透視露背黑色裙前晚出席春茗晚宴活
動，與低胸露肩的楊玉梅同樣吸睛，同場
還有以光頭Look現身的張國強。
各嘉賓被安排跟森巴舞女郎合照，陸詩
韻表示不懂跳森巴舞，只學過拉丁舞，但
已有一段時間沒有跳，以前港姐卸任後，
不時在活動上要跳舞，如同跳舞藝員。現
時自己喜歡玩瑜伽，更有意考瑜伽牌。
陸詩韻想學的東西不少，她曾想過到日
本修讀麵包課程，最後擔心開麵包店很難
回本便打消念頭，也想考咖啡師牌，但又
怕不適合開餐廳，她覺得不能為興趣而

活，現實歸現實，都要計數，還是專注打
理網上美容生意。問她是否儲錢買樓？她
認為有時都要花錢才能發掘到更多機會。
有份參演無綫新劇《深宮計》的她，有

否如馬國明連續開工27個半小時？她表
示：「我戲份不多，但明白拍攝仔細，有
時要調動在所難免，（要你捱足20多小時
應付到嗎？）以前不知，現在有機會都會
盡力去做。」張國強因拍新劇《天命》需
要剃頭上陣，他笑言：「以前做開太監，
今次升呢做『太上皇』，已開工數日。一
個月後會到北京橫店拍外景，屆時會在長
城實景拍攝，想有落雪效果。」問他入行

以來有否像馬國明要連續開工20多小時？
他說：「在亞視時期試過連踩5日，其間
只是回家片刻取些東西。近日都親眼見到
拍攝《同盟》的陳展鵬直踩很多個小時，
以前是拍到食早餐，現在是拍到食午飯，
都有反映過。其實不只我辛苦，劇組同樣
辛苦，現時會捱兩三晚，因我在劇中由40
歲演到80歲，要提早兩個鐘化妝，落妝落
半小時只是落到個面膜，自己不怕辛苦，
因大家心態不同，連續拍我可以快快完
成，陳展鵬都話抵我吃這行飯，其實視乎
你喜不喜歡，喜歡便不覺辛苦，不喜歡剃
頭都會不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電影《救殭
清道夫》將於下月16日香港上映，電影未
上映就有好消息，正式宣佈入選了兩個歐美
奇幻影展，分別是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國際
奇幻影展」（Brussels International Fantas-
tic Film Festival），及加拿大魁北克的「加
拿大幻想曲國際電影節」（Fantasia Inter-
national Film Festival）。
演員之一錢小豪聞訊高興地恭喜台前幕

後，他表示：「好開心同兩位新導演、兩位
新編劇、監製夏雨合作，拍到一套咁出色的
香港電影，希望繼續有獎攞。」；另一男主
角BabyJohn（蔡瀚億）開心說：「好想出
席影展，與當地影迷作直接交流」；第一次
參與電影演出的大馬女神林明禎就十分興奮
地說：「入圍就已經是一種肯定，當然好希
望能夠親身出席影展，如果能夠得獎，就可
以跟大家一起去那邊領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石修、胡鴻鈞及
菊梓喬昨日出席港台禁毒
活動。新老爺石修心情靚
靚接受訪問，對於兒子陳
宇琛（Sam）剛在教堂舉
行婚禮成家立室，他當然

高興，指婚禮之上有笑有淚和輕鬆幽默的場
面相當感人，他個人都深受感動，石修說：
「兒子已經大個仔了，終身大事處理得很
好，雖然他已30幾歲人，在我們父母眼中
仍像小朋友，不過那一刻發覺他真的長大成
人，擁有自己計劃及自己的家庭！」
身為新老爺的他又有否教導新抱仔？石修

笑指這個年代已不能以長輩或老爺的角色與
後輩去相處，大家都是一家人，會着重溝
通。給新抱多少分？石修笑言這不能用分數
來衡量，會教他們要努力！想努力生個全家
之寶？他相信年輕人早有計劃，二人正式的
婚禮其實8月才舉行，之前是在牧師見證下
於教堂行禮，所以已有生兒育女的計劃，知
道他倆想先過二人世界，一、兩年後才生小
朋友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莊思敏、張美
妮、胡渭康及何遠東昨
日為無綫全新搞笑節目
《最緊要好玩》錄影。
扮骨妹的莊思敏戴上長
假髮、身穿低胸短裙，
頗為性感，而張美妮則
戴上多個胸圍裝胸作
勢。
莊思敏表示在節目中

會有多個造型，分別扮
媽媽、師奶、大肚婆、
護士及骨妹，很有挑戰

性，因不顧形象放棄扮靚盡量去扮醜。她又
透露為了節目特別自備了一副假哨牙，對於
扮鬼扮馬搞笑，覺得很好玩，不過大家配合
節奏好緊要。 她又稱不介意扮醜角，認為
更有發揮機會，如電影《食神》中莫文蔚的
醜女角色，令人留下印象。

中新社電 田亮、葉一茜夫婦昨日亮相
「上海盛世公主號2017星光盛典」。據
悉，他們將為奢華郵輪擔任親子顧問，攜一
雙兒女一起登上郵輪度假。

田亮夫婦登郵輪享天倫

莊思敏盼借醜角上位

石修指兒媳要過1年二人世界

《救殭清道夫》

入選兩國際影展

陸詩韻做生意求實際張國強拍劇曾連踩5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江美儀、
黃智賢、陳敏之等昨日到一間學校宣傳劇
集《親親你好媽》，但未見傳遭無綫「雪
藏」的江嘉敏現身。活動上，一班演員與
學生玩遊戲，甚受同學仔歡迎。《親》劇
暫時成為黃金時段三線劇最高收視，三位
主要演員都很驚喜，黃智賢和江美儀多謝
觀眾愛錫，拍攝時他們盡心盡力去做，又
研究如何吸引觀眾投入他們一家人，好似
兩人的嗌交場面，除了有劇本元素，還會
加入他們本身火花。

讚江嘉敏是清泉
劇中飾演夫妻的美儀和黃智賢，被問到

有傳戲中女兒江嘉敏因拍ViuTV節目而遭
無綫雪藏，美儀謂：「發生了事情是需要
去解決，不如盡快解決，難道她幾年不拍
劇嗎？」黃智賢覺得具體情況只有公司和
江嘉敏先知，希望她順利，明天會更好。
問到江嘉敏有否在他們面前呻過？美儀表
示：「無呻過，大家食飯傾偈，她話有件
咁嘅事，我說要等公司安排，公司度門永
遠打開給藝員上去發表意見，我叫她主動

上去傾，趁劇集收視好就快些上去傾。」
說到江嘉敏成為了網絡女神，美儀亦大

讚江嘉敏：「她是清泉，不用點化妝，笑
容甜美，聽話戲又好，拍時我都說她入到
屋，希望她快些解決問題再合作。」二人
亦不相信她被雪，黃智賢估計是雙方在處
於冷靜期，只要大家傾談一下，沒有事情
是解不開。
敏之獲悉收視成績是三劇之冠，她表示

很感恩，相信是因為劇集夠「貼地」，容
易引起家長共鳴，為人母後的她同樣更有
共鳴，這個劇富有教育意義，喚醒自己不
會過分去迫小朋友，要讓他們自由發揮。
說到近日有學童自殺，敏之坦言：「很

不舒服，做媽咪睇到這些新聞都會喊，亦
會警惕自己不要給囝囝太大壓力，要與父
母保持溝通，（同老公有協調教仔方
法？）無傾過，不過老公比較嚴厲和鞭
策，我就偏重獎勵性，現在囝囝會驚爹
哋！囝囝今（昨）日剛好兩個月大，已經
識得逗人玩和扭抱，好可愛，見到他健
康， 我一手一腳餵人奶，即使辛苦也值
得，最重要是他健健康康。」

傳「囡囡」江嘉敏遭雪藏
江美儀建議主動找無綫傾

■■蔡瀚億和林明禎希望能到當地出席影展蔡瀚億和林明禎希望能到當地出席影展。。

■■田亮田亮 ■■葉一茜葉一茜

■■石修石修

■■莊思敏莊思敏

■■敏之挑選同學仔玩遊戲敏之挑選同學仔玩遊戲。。

■■黃智賢和江美儀多謝觀眾愛錫黃智賢和江美儀多謝觀眾愛錫。。 ■■江嘉敏江嘉敏((左左))在劇中飾演江美儀大女在劇中飾演江美儀大女。。

陸詩韻
張國強 楊玉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梁靜儀）佘詩曼（阿佘）、楊怡、吳

卓羲及農夫等，前晚到中環出席美容產品頒獎禮。由於活動舉行地點臨

近海邊風勢頗大，穿上白色單肩裙的阿佘被大風吹到頭髮都亂了，而貪

靚穿上露肩裝的楊怡更凍到起「雞皮」，她打算拍完劇再調理好身體生

ＢＢ。

楊 怡 下 半 年 積 極 造 人

阿佘孖子華
拍戲做足功課

■楊怡坦言跟
老公少二人世
界。

■■阿佘稱阿佘稱
現時欠無現時欠無
綫還有一綫還有一
部劇部劇。。

■■吳卓羲出吳卓羲出
席頒獎禮席頒獎禮。。

■■CC君君((左左))否認買豪宅築愛巢否認買豪宅築愛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