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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材貼地，《親親我好媽》獲
不少觀眾追捧。首次擔正做

「女一」，江美儀自言現在收視咁
好，可以鬆一口氣。劇中美儀演霸
道的「怪獸家長」，現實中，美儀
未有生BB，但從不少朋友身上學
做「媽媽」。「做演員好多嘢都是
從身邊朋友去觀察，去學習點去做
一個媽媽。好多謝大家咁鍾意呢套
劇，現在有咁高的收視，當然係好
開心，而且真係鬆一口氣！話晒首
次做主角當然開心，好在『老公』
阿Ben（黃智賢）好好，大家可以
有商有量去演，而兩個『女』亦都

演得出色，先至可以令到我發揮得
更好。拍劇初時發生好多是非，自
己都有回去反省當時自己係咪做錯
了。當然沒發生上去高層告狀，但
我可以點呢，因為我講乜都死，好
多時候你愈解釋就愈描愈黑。食得
鹹魚抵得渴，我早已深明這道
理。」

讚網民對事唔對人
現今社會幾乎是一個網民做主導

的社會，你看江美儀近3個月的新
聞就明白。之前拍《街市遊樂
團》，被網民大鬧她欺負新人顧紀

筠兒子陳浚霆，惹來網民喪插刻薄
兼無品而淪為「負評王」。現在演
虎媽，卻被網民大讚夠貼地，美儀
坦言可見網民是對事唔對人。
「我信佛，我相信係個天安排，

好定壞都接受，人都會豁達點。我
一向說話沒尾音，有時講嘢又大
聲，但唔代表我惡。早幾個月網民
仲鬧緊我，現在又讚我，證明網民
對事唔對人。有這樣的成績已經賺
咗，多謝大家支持。喺TVB咁多
人等做女主角，如果一套唔得，可
能就見唔到我，幾驚要息影呀，鬆
一口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王敏奕(Venus)、馬志威(威
仔)、麥家琪、杜小喬和貝依霖
等，前晚以校服look到旺角出席
《初戀日記：賤男蜜擾》優先
場謝票。威仔透露和Venus有一
場青蜓點水式咀戲，Venus笑指
他好數，咀完她之後咀第二
個。威仔表示除Venus， 還會咀
貝依霖，問到哪個較好咀？他笑
說：「好難答，Venus啦 。」
Venus表示與馬仔相識多時，

但首次演情侶感到很尷尬， 不
過拍攝時都有勾起初戀的回憶。
問到Venus現實中可有遇過猴
擒的男仔？她慶幸未遇過。
戲中演老師的麥家琪，問到有

幾多年未過校服？她即笑說：
「 兩年沒，件衫仲有臭丸
味。」 她透露戲中因見到王敏
奕被情所困，於是就教她「媾
仔」。 已為人母的她表示有感
時下小朋友早熟， 所以她已向
九歲的大仔灌輸性知識：「而家
好多嘢可以喺網上睇到， 要幫
佢打個底先，寧願我講好過同學
仔同佢亂講，等佢知咩係性、
何謂愛，而家好興叫小朋友記得
用套，唔好搞大人個肚返來，
咁樣係斬腳趾避沙蟲。」她又大
爆兒子經常偷睇她的舊作， 又
問她為何穿得如此sexy，叫她以
後不要再這樣穿， 而細女就叫
她不能穿短裙，又問她入面可有
褲， 短裙只可以在屋企穿，
十足管家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黃心
穎、黃智雯、黃智賢、C君前晚在上環為
無綫新劇《雜警奇兵》拍攝煞科戲，心穎
被問到好友麥美恩與主播許文軒傳緋聞，
她笑指：「日前同麥美恩慶祝生日，大家
都笑祝她邁向40歲，全力以赴，盡快
嫁人，沒料這麼快便靈驗，都希望她盡快
搵到好歸宿。」心穎不知她們的緋聞是真
定假，當問到許文軒又是否好歸宿，心穎
笑言：「跟他不熟，應該是乖仔，最重要
是她喜歡。(麥美恩有否追求者？)之前看
報道她都說有人追，但我沒追問，只問過
她喜歡哪類型男仔，因想介紹朋友給她，
看來現在有勁敵，不知會否嚇怕其他追求
者。」說到她和馬國明的進展又如何？她
笑說：「忙拍劇，沒時間拍拖，要拍
《深宮計》，又要為新劇宣傳，(跟馬國
明合拍《深》劇時便可經常見面？)未拍
到我們的對手戲。」
黃智雯在這幾個月都要挺「假肚」扮

大肚婆拍攝，前晚劇集煞科後便回復正
常，她自言有點不捨得，最初是有些不習
慣，但可以在假肚貼上暖包保暖，而且拍
外景時有些市民上前恭喜，他們和工作人
員都叮囑她要小心，覺得做大肚婆有優惠
很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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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做「「虎媽虎媽」」被讚夠貼地被讚夠貼地

無綫劇《親親我好媽》今晚結

局，這套劇拍攝初期是非多多。

之前拍《街市遊樂團》被網民喪

插，到現在做「虎媽」被網民激

讚夠貼地之餘，收視又出奇地

好，首次擔正「女一」的江美儀自言鬆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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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羅
嘉良（撈家）、李佳芯（Ali）、鄭
俊弘（Fred）和黃心穎等人昨日宣
傳無綫新劇《與諜同謀》，自《富
貴門》後相隔 8年重返無綫的撈
家，笑言重要的事要說三次，就是
「好開心、好開心、好開心。」他
又期待劇集出街有好成績，更看好
拍檔李佳芯可做視后，至於黃心穎
與馬國明傳得熱烘烘的緋聞，撈家
又發揮搞笑本色，說：「結了婚？
等陣打電話問下明仔先。」
現場眾演員分組由男方替女方

塗唇彩，結果撈家為Ali塗唇彩塗
到牙齒上，鄭俊弘更反被眾人畫
成「花面貓」。專程回港做宣傳
的撈家表示妻女未有同行，因為
快4歲的女兒要留在北京返學，也
要為找小學而傷腦筋。劇集出街
撈家也滿有期望，因為劇種與他
上次演的《富貴門》很不同，今
次劇集偏重秘密和復仇，很有追
看性。撈家更笑道：「首主題曲
是否很好聽？因為是我唱的。」
原來唱主題曲也是撈家肯回巢拍

劇的條件之一。

李佳芯期待收視達標
提到今年無綫成立50周年，撈家
會否再替娘家拍劇，他說：「我知
Dicky（張衛健）會返來拍，剛剛都
有監製找過我開劇，應該都是時裝
劇，但就要看時間再決定。」被撈
家欽點做視后的李佳芯，多謝前輩
不抗拒與新人合作，與他合作很舒
服和沒壓力。問她會否期望劇集承
接到《親親我好媽》的好收視，Ali

說：「希望食到《親親》的潮流，
見到3字頭已開心。」收視達標會
否穿泳衣祝捷，Ali笑言交給同劇其
他女演員，提議她可唱歌慶功時，
歌藝平平的她即喪笑道：「好，如
果有30點我就唱，40點更會唱女版
主題曲。」負責唱片尾曲的鄭俊弘
是否讓路給撈家唱主題曲，他說：
「一定不敢爭，撈家每一首都是經
典歌。有人說我把聲似他，錄完歌
後他都有畀意見，自己都獲益良
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黃子華、
佘詩曼昨日在上環為電影《棟篤特工》進
行開鏡拜神儀式，兩人相隔七年再度合
作，子華揚言沒有票房壓力，但阿佘是
「億億聲」女星，所以不想影響阿佘「億
譽」。兩人碰頭繼續發揮生鬼本色，先來
舌劍唇槍鬥一番，子華得戚道：「七年對
你來說就短，對我便很長，你應該開心，
有七年無見我。」阿佘反駁道：「你不是
更開心，七年無請食飯。」子華即謂：

「今日只帶了一個無錢的銀包，哈哈。」
至於兩人在片中有否親熱戲，子華謂：

「我好被動，觀眾應該想睇更激烈情節。
(有打戲？)我是受聘於阿佘，更要把阿佘的
錢花光，(有感情線？)我同阿佘行埋已是情
侶，不需要再做任何事，(有否親熱戲？)不
是大家想像中的一回事，我們是非常奧
妙，並非一般的，一般做法對我來說是微
不足道。」
子華在構思劇本上費盡心機，他透露原

本在一年前開拍，但一直更改劇本，現在
已經是第十稿，阿佘笑說還以為是第六
稿，子華謂：「希望把劇本做到最『靚
仔』和完美先給阿佘，故事貼近社會又
有，好離地都有，(點樣離地？)我是007的
師父，但沒有冧巴(號碼)，你話幾離地。」
阿佘在片中飾演位高權重的人，阿佘強調
只是一個職位的扮演，沒有影射和政治成
分，會以新造型現身。兩人合體會否有票
房壓力？阿佘謂：「票房不是我們控制，
而我們有個神級編劇(指子華)。」子華笑
說：「我習慣無票房，所以一點兒壓力都
沒有，但阿佘是億億聲女星，不能影響她
的『億譽』，不過阿佘好旺，近她，食
件燒肉都更美味，她會照住。」

羅嘉良回巢拍劇為唱主題曲

黃子華舌戰佘詩曼

■羅嘉良替李佳芯塗唇彩，結果唇彩塗到牙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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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心穎對黃智雯的假肚好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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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貝依霖、杜小喬、麥家琪、王敏
奕和馬志威穿上校服宣傳電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黎明
（Leon）昨日以香港影視娛樂大使身
份出席《香港影視娛樂博覽》記者
會，吸引大批粉絲到場支持。席間，
司儀方健儀大讚Leon去年的成績出
色，他未有自滿說：「成績不好，我
仲想進步。」贏得台下一片掌聲。Le-
on台上與司儀交談數分鐘頻頻說金
句，方健儀稱讚Leon的粉絲專頁一年
間已吸納33萬粉絲，是「神級」表
現，Leon不敢自居說：「我都是正常
人，很坦白說，如果我是神級，就不
用坐在這裡，不用參與影視娛樂展
覽，就是因我是其中一分子，還是勞
動階層，所以來參與，我是勞動級人
民，還是要工作。」
Leon謙稱自己既是歌手又拍過電
影，但很多人都做得比他好，他可能
排最尾，希望觀眾多多支持香港的影
視娛樂，因為每年宣傳工作辛苦，但
又未必得到觀眾的垂青。提到大會今
年口號「全城投入，全情支持」，Le-
on就大唱反調，說：「我覺得很老
土，是剛出道時《公益金》和《歡樂
滿東華》才用的字眼。（證明是永恒

合用？）不是永恒的，如果最後都是
做不到便會喪失永恒的意義，所以我
們要創新。」Leon希望大家繼續撐香
港，直到有一位奇才出現，再次帶領
香港創造更輝煌的成績。至於Leon以
急口令形式做宣傳是否創新，Leon卻
說與創新無關，只是宣傳手法。提到
Leon早前的演唱會以企鵝為主題，問
他會挑選哪種動物去形容香港影視娛
樂界，他說：「這個我一定要分享，
因為大會指定要我揀蜜蜂，我就想企
鵝和蜜蜂有什麼關係，企鵝只需對萬
多個觀眾交代，但我無可能改變整個
行業，蜜蜂可能代表大家群策群力，
但我們始終都是人類，沒理由有人不
做卻去做蜜蜂。」

黎明不自滿仍想進步

■江美儀讚劇中老公黃智賢及大女江嘉敏演得
出色。

■■首次做女主角收視好首次做女主角收視好，，美儀終於鬆一口氣美儀終於鬆一口氣。。

■■黎明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