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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喬志威踢爆曾國祥頻帶消夜探班

專

訪

採訪、攝影：植毅儀／髮型：Eas Fu（王敏奕）
、Aki Choi（馬志威）
、Vincent.S（杜小喬）／化妝：Onetung Ma（王敏奕）
、Kayte Fung（馬志威）
、HanaHo（杜小喬）／服裝：Suidel（王敏奕）
、moussy&sly（杜小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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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奕（Venus）、杜小喬和馬志威（Edward）因為拍攝愛情片《初戀日
記：賤男蜜擾》而成為好友，訪問當日 3 人在現場笑聲不絕。片中王敏奕和
馬志威演中學生並展開一段青葱的愛情，可惜分手收場。和男友曾國祥拍拖
3 年多，王敏奕表示 2 人甚少吵架，也因感情穩定而更安心工作。而杜小喬
和馬志威則即場踢爆，國祥於拍攝時不時買消夜來探班，認真 sw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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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該片擔正做女主角的王敏奕片中扮
演中學生，她表示憶起不少以往上

學的情景，只因導演葉曦跟自己的年紀差
不多，對方所寫中學生上堂情節，如偷偷
地聽歌，跟她當年情況相似，十分有共
鳴。對於再次演「學生妹」，Venus 坦言
仍然充滿新鮮感。
「拍攝這部戲時會回想起不少讀中學的
情景，那時拍拖很青葱，很令人回味。片
中由中學生演繹到長大變成戀愛導師，拍
攝過程有難度。因為演學生時期的心態較
為開心，當角色發現男友出軌後不再相信
愛情變成麻煩的女生，好大落差，希望大
家以後一諗到初戀就會諗到這個角色。之
前拍電視劇，都有令人深刻印象的學生校
服造型，每次都給人不同感覺。今次校服
造型感覺亦都特別清新，由超級純情學生
妹到自主女性、戀愛教主。戲中跟拍檔馬
志威演親熱戲，只屬蜻蜓點水不會感到太
大壓力。」
現實中和曾國祥關係穩定，Venus 坦承
自己對愛情睇法是非黑即白，認為找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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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同樣演中學生的馬志威，自爆間中
會臨場爆肚，但幸好對手王敏奕轉數好快
會用返角色性格接招，感覺好玩。馬志威
說：「事前我看了不少青春偶像片取經，
重拾當年讀書心態。王敏奕轉數好快，有
時我臨場爆肚，她也可接招。片中和 Venus 有親熱戲，有次曾國祥都在現場，但
大家知為工作，不會尷尬的。」

杜小喬網紅轉型做演員
至於杜小喬因為樣子及聲線甜美而獲網
民注意， 成為首屈一指的網絡女神。問到
小喬的愛情觀， 小喬表示只是拍過 3 次
拖，希望可以找一個教到自己的另一半。
在短片《我在香港當兵的日子》及《男人有

印 花
名威影業現送出《初戀日記：賤男蜜擾》戲
票 20 張予讀者，有興趣的朋友請剪下《文匯
報》印花，付上$1.7 回郵信封，兼註明「《初
戀日記：賤男蜜擾》戲票」，寄往香港仔田灣
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文匯報》，數量有
限，以抽獎形式送出，敬請留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林盛斌
（Bob）、李逸朗（Don）及趙永洪主演
的電影《江湖三傻》昨日於鯉魚門舉行開
鏡拜神儀式，投資拍攝該片的程芷渝表示
今次是第一炮，投資二百多萬，因演員片
酬很貴。
三位男主角昨日以「上身 VIP，下身露
何 B」的裝束現身，戲中三人原本飾演古
惑仔，最後誤打誤撞成了男妓，阿 Bob 大
■林盛斌、李逸朗及趙永洪以短褲上陣， 爆阿 Don 最開心，戲中與黃夏蕙有激情
李逸朗戲中與黃夏蕙有激情戲。
戲。阿 Don 笑說：「簽約前唔知同夏蕙姨

有激情戲，知道後想畀返錢電影公司，因
為能夠同夏蕙 BB 有激情戲無錢都做，於
我心目中一百個女仔都唔及夏蕙姨。」他
又笑言會與兄弟分享，濕吻交給趙永洪，
床戲就交給阿 Bob，他就在床邊觀摩。之
後影相，阿 Bob 又將阿 Don 推給夏蕙姨，
並叫她錫錫阿 Don，阿 Don 裝出一臉享
受，場面搞笑。至於阿 Bon 在戲中亦艷福
不淺，被幾位靚女摸？阿 Bob 笑說：「都
係摸唔重要的地方，重要部位留畀老婆
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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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RO 訪台 粉絲瘋狂

林作避談麥明詩

SE7EN
訪台走 VIP 通關

■韓國男歌手 SE7EN 昨午搭機訪
台。
中央社

馬志威拍床戲不尷尬

話兒》中飾演以「收兵娘娘」為樂的橫蠻港
女，令杜小喬成為新一代網絡女神。從網紅
到轉型做演員，小喬表示還是喜歡演戲。
「我喜歡演戲，因為我平時很靜很宅，演
戲可以讓我名正言順演繹不同性格，活出
別樣的人生，是另一個小喬。當然我明白
社交網絡對藝人的重要性，自己除上載新
相新片外，更會與粉絲互動，回應留言。
我很認真去做這件事，可能你看到的只是一
張相，但背後我卻是拍了很多很多張才有
這一張。認真是因為我想讓別人了解娘娘
以外，真實的我是個怎樣的人。我喜歡娘娘
這個身份，但也想做回杜小喬。」

李逸朗新片與黃夏蕙有激情戲

劉思希放下港姐形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莎莉）2011 年參選
港姐的劉思希，出道至今差不多 6 年，先後
拍過 5 套劇集，獲得不少監製垂青，可說是
一位幸運藝人。但偏偏在星途上，她屢受負
面新聞抨擊，例如嘲笑她「包包面」，又似
《哈利波特》中的「佛地魔」，指她兩個鼻
孔大等等，重重打擊了小妮子的士氣。
為了一新觀眾耳目，擁有「包包面」的劉
思希，在新劇《迷》中來一個大變身，除了
致力減肥甩掉「包包臉」外，還佩戴假牙肉
飾演由內地來港的新移民肖小紅，最後嫁予
同鄉金剛，因此二人有不少對手戲，更不時
遭對方戲弄。
對於今次飾演新移民兼水貨客完全「貼
地」的角色，在外國成長的劉思希視為一項
挑戰，「雖然初期演得不夠神似，導演不肯
收貨，最後在導演指導下及不斷看同類別的
舊劇，參考前輩的演出。」為此，她更放下
港姐形象，不時抓鼻哥窿、篤眼睛、搔耳
仔、踎地等「騎呢」動作。她笑說︰「不知
是否太入戲，踎地踎得太久，因而平日行路
也自然而然地變成『八字腳』，媽媽看到也
嘲我好似老江湖一樣。」
劉思希被問到已拍攝多部劇集，可有什麼
角色想嘗試或喜歡的？她直言︰「演丑角，
好似今次在《迷》中，出來的效果非常好，
得到大家及網民的認同，完全沒有諗過，真
的好開心！」目前，她除了有《迷》劇出街
外，也有份拍攝新處境劇《愛．回家之開心
速遞》。縱使工作忙碌，她仍抽空進修紅酒
課程，現已考到第三級，希望自己都有一技
傍身。

人便會全情投入。拍拖三年二人甚少吵
架，更不時拍拖放閃。Venus 表示若然真
的有意見分歧，大家會行開唔出聲，只因
鬧出嚟又未必係真心話，唔想講咗傷害對
方的說話。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韓國男歌
手 SE7EN 昨天下午搭機訪台，他由機場商
務中心通關入境後搭電動車，走VIP通關。
服兵役後強勢回歸樂壇的 SE7EN 今晚在
ATT SHOWBOX 舉辦歌友會，他昨天下
午搭機抵台，雖然有部分粉絲在登機門前守
候，但他還是快速坐上電動車，前往商務中
心通關入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林作
昨日梳靚頭現身處男電影開鏡拜神儀
式，面對低胸的黃榕及尹蓁晞，林作竟
怕醜有欠自然， 最後由兩女主動搭他
膊頭合照。林作透露戲中客串飾演一名
作家，笑指是他的處男作？林作笑問：
「一定要用處男呢個字？」頭髮梳得齊
整的他，直言總是不太習慣。問到戲中
可需被女摑？他笑道：「未睇劇本，難
度唔係好大，我又唔係郁手那個。（媽
咪准唔准？）佢應該係恨鐵不成鋼，想
我有些作為，所以唔怕我作咩犧牲，唔
使理佢。」問到他拍戲的底線？他否認
說過接受全裸演出，要視乎對手及很多
因素。對手是麥明詩嗎？他避談說：
「唔好再講，一講佢就有好多餘波。」
有指他借前度女友麥明詩的言論抽水，
麥明詩事後回應不是肉體被抽水便行。
對此林作表示有睇到，但沒有其他評

論。
另外，他又笑指從來無人跟他講過
戲中有這麼多靚女，據他了解戲中跟
女演員沒什麼親密互動：「早知要求
一下，我會爭取。（唔擔心影響大律
師專業形象？）我都係講講。」至於
片酬？他指講錢很易令人有反應，所
以不講錢，希望有機會發展下。他又
透露正洽談下一部電影，適當時會公
佈。
穿上低胸裙現身的黃榕，身形顯得
消瘦，她解釋因想挑戰健美比賽，之前
勤做健身，體重減至現時的九十磅，上
圍都由原本 C cup 縮至現時的 B cup，
內衣都要買過。她又透露戲中與林作無
對手戲，主要是色誘阿 Bob，跟對方會
有身體接觸：「會摸他全身， （包括
重要部位？）劇情唔需要，但都想
摸……我指重要部位係塊面。」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新人男團《ASTRO》六名成員昨天下午搭機抵台，大
批粉絲熱情接機，擠爆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入境大廳，團員在粉絲夾道歡迎下，搭車
前往台北。
《ASTRO》由MJ、JIN JIN、車銀優、
文彬、Rocky、尹產賀六成員組成，出道
便受到極高矚目。看到團員出現，粉絲瘋
狂推擠，最後在粉絲夾道歡迎下，他們搭
車前往台北。六子本周四將來港出席記者
會暨簽名會，星期五將舉行Showcase。

陶喆與羅大佑合唱
「假如我是羅大佑」巡迴演唱會台北站
25 日晚間在台北小巨蛋舉行，演唱會共
10 名 歌 手 輪 番 演 唱 。 圖 為 歌 手 陶 喆
（左）與羅大佑（右）兩人合唱。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