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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仔未能自行坐起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由劉德
華監製兼演出、邱禮濤執導的電影《拆
彈專家》於昨日在香港電影影視展舉行
記者會，出席演員有姜皓文（黑仔）、
吳卓羲、石修、蔡瀚億（BabyJohn），
墮馬受傷的華仔因在家靜心休養未能現
身，現場各演員分享與華仔合作點滴。
導演即場向華仔送上祝福，祝願他早日
可以跑跑跳跳。
斥資1.8億元打造的《拆彈專家》，

當中有不少爆破及槍戰鏡頭，其中一
場重頭戲更不惜耗資搭建整條一比一
的海底隧道拍攝，大會在現場播放
「紅隧是如何建成」的最新製作花
絮。 邱禮濤在台上透露最困難是拍攝
在紅隧安排車輛的行車線，也是從影

以來摧毀最多部汽車一次，共摧毀了
200架車。說到華仔傷勢進展，邱禮濤
表示早幾日在報道上知道他已出院，
有探望過華仔，暫時他未完全康復，
沒有東西倚靠時是不能自己坐起來，
還沒癒合好，希望他早日百分百完全
康復！並祝福他快些可以跑跑跳跳、
談談笑笑。」
黑仔、吳卓羲、BabyJohn、石修一

起接受傳媒訪問，問他們是否要頂替
華仔的宣傳工作？黑仔表示：「 基本
上我們會撐住，他可放心休養， 導演
有代我們探望過華仔，他向來是活躍
的人，現在要靜靜休養應該都會辛
苦，之前在紅隧拍攝時環境惡劣 ，但
華仔都經常行出行入，各樣事情都親

力親為 。」

華仔每日「萬歲」
BabyJohn在電影中會被炸死，他表
示：「不想劇透大多， 但對我來講是
其中一場挑戰性演出，接到劇本時已經
很緊張，華仔有指導我進入狀態如何去
處理這場戲，真的很震撼。」 在旁的
吳卓羲表示當時聽到華仔說的一句對白
「我救你唔到」，自己都雞皮疙瘩。
修哥表示：「我們知道華仔墮馬的消

息後，全組人都很關心他，不時跟進他
的進展，擔心他有意外，幸而他經過一
段時間的治療後現已回家休息。華仔份
人好好，除了專心拍戲，也很關心所有
員工拍得辛苦，每日請飲下午茶。」

黃浩然
被8女圍實臉紅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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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無綫新
劇《平安谷之詭谷傳說》前晚舉行煞科
宴，劇中 8 位 女 演員包括陳凱琳
（Grace）、朱晨麗、蘇玉華、龔嘉欣、
陳庭欣及樂瞳等一碰面即變成個「街市」
般熱鬧，大合照時更拉埋黃浩然圍着他作
狀獻吻，浩然享完艷福即臉紅急急腳走
開。
浩然透露煞科宴筵開十席，是大家夾錢

埋單，主要是今次共有近70位演員參
與，一起三個月拍得辛苦但很開心，才希
望能聚一聚。浩然指拍攝祠堂的群戲，長
輩于洋和余子明經常要站足一天很辛苦，
而他最開心是跟劉江老師再度合作兼演父
子，有點大小不良的感覺，另他跟Grace
合演夫妻，感覺也頗甜蜜浪漫。

陳凱琳不敢「引誘」嘉穎
Grace於前晚白色情人節也未能跟男友

鄭嘉穎慶祝，因男友要排舞台劇，從中午
12時到凌晨12時，所以只能通電話為他
打氣，近來他倆都少了見面。不過Grace
坦言也不清楚白色情人節應是男方還是女
方送禮物，但都是講求一份心意。Grace
表示本來也想整蛋糕送給男友，卻只怕害
了他：「我整三文治給他吃都不能搽牛油
和醬汁，所以精神上支持他吧，不好引誘
他了！」
不過待嘉穎完成舞台劇，二人會計劃到

熱帶地方旅行，Grace表示想曬太陽和休
息一下，把身體養好。問是否想生BB？
她說：「畢竟女仔是虛弱點，只想休養好
身體再拍劇。」至於Grace日前於網上晒
出男友為她「剪倒刺」的相片，Grace甜
笑說：「那天我們一起吃午餐，我弄好枱
上刀叉時，他看到我手指長出倒刺，他就
幫我剪，那我也偷拍了他！」感覺很
Sweet？她笑說：「幾Sweet呀，從小事
顯出他好關心我，不用做好誇張的事。」
朱晨麗抱恙出席煞科宴，她指拍劇期間

曾試過發高燒，監製體諒給她請假看醫
生，調動了一場戲遷就，現她仍有點咳嗽
未清。不過她病了也獲男粉絲送花叫她保
重身體和早點睡覺休息、導演亦拿藥給她
吃、爸媽更陪她到醫院和全程照顧。但身
邊獨欠情人照顧？她笑說：「隨緣啦，希
望專心工作，我都無人追，不過白色情人
節也收到花，是粉絲送的！」記者笑她要
檢討自己為何無人追？她笑答：「好出奇
嗎？我要先檢討如何把戲演好吧！」

香港文匯報訊台灣女星安以軒和
澳門百億富商陳榮煉秘密交往2年，
昨日安以軒突然在微博宣佈婚訊。
恭喜恭喜！
安以軒在微博留言：「1230天前

你用了任意門突然闖入我的世界，
而我認真的用了810天去認識你。沒
想到就這樣被你收服了，好吧～就
陪你、吃到老、玩到老......永遠不會

老的小叮噹先生，未來的日子，請
好好愛護你的陳太太。」
據知，安以軒和陳榮煉本月初特

地赴外國拍婚照，足跡踏遍羅馬、
馬泰拉古城、巴黎等。安以軒日前
也上載意大利美景照，並表示：
「心中有愛～到哪都會看見愛心......
愛心的雲、樹、屋頂、和泡澡泡
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廣州
直擊）組合Twins昨日到廣州四季酒
店出席《#TWINS #LOL 世界巡迴
演唱會 2017》記者會，招待數十名
傳媒及過百粉絲到場，Twins表示廣
州站會沿用去年香港站跨年演唱會的
舞台，也是首次在香港以外地方進行
四面台演出。
巡迴演唱會暫定在福州、重慶、東

莞和廣州演出4場，大會現場播放去
年Twins廣州站的演出片段，和歷年
她們與粉絲的合照，慶祝Twins踏入
16周年。由於東莞是阿Sa的家鄉，
她笑稱回去開騷要準備很多飛給親朋
戚友，還即場大晒家鄉話，她說：
「爺爺經常笑我是『大碌藕』，即是
話我發達的意思。」至於廣州站剛好
是5月20日「520」演出，Twins不
覺得當日要工作很慘，因為演唱會都
不覺得是工作，每次都玩得很盡興。
至於粉絲要求Twins多唱非主打歌，
阿 Sa 笑言倒不如直接開「Side
Track」演唱會。

不請表演嘉賓
Twins希望每到一個地方開騷都有點
不同，所以決定在5月20日廣州站演出
時，會將香港站的舞台整個搬過來，笑
言也要花時間排練四面台，因為也事隔
一年，要做到精益求精。歌衫方面阿Sa
稱未有定案，但習慣每個地方開騷，安
哥環節的歌衫也是獨有，她笑道：「我
們都想做主題T恤，要由自己投資、設
計，因為我們會穿上身，或者推出一系
列紀念品。」問到會否邀請表演嘉賓，
Twins笑言不會請了，因為節目太豐
富，也要刪減唱歌時間，到時怕粉絲會
有投訴。
提到阿嬌腰部、腳部舊患未好，會

否影響綵排及演出，她說：「不會影
響排舞，因為都慣了要忍住，其實膝
頭都好得七七八八，現在已不痛和開
始結焦，腰痛就轉移到牙痛，因為之
前大牙蛀了要剝，又到智慧齒想生出
來，現在考慮要不要再剝牙。」
另外，提到阿Sa與周柏豪合作拍
《原諒他77次》期間，正值是柏豪
秘婚之時，她澄清道：「不是，是拍

完才結婚，因為記得是過了我生日後的事。」
笑指柏豪學了阿Sa當年秘婚，她即板起面孔
說：「是不是要寸我？我已經改邪歸正，都講
過三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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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啟文
籌備鄭中基新戲

安以軒閃嫁澳門富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第
15屆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頒獎禮」昨
日於香港國際影視展內舉行。田啟文也
有兩部電影包括《天才計劃》及《忘記
你，還是愛你？》參加，其中《忘記
你，還是愛你？》為唯一一部香港電影
獲得14個獎項中的「mm2大獎」，並
獲得十萬元現金獎。
田啟文透露最近為鄭中基自導自演的

新戲《疚贖》籌備，估計要花半年時
間，他指女主
角尚未落實。
雖然今次屬合
拍電影，但也
不用指定要起
用 內 地 女 主
角，目前亦正
整合劇本，希
望吸引心儀的
女演員演出。

昨日祖藍大舅父冼國林與細舅父兼手工藝
副總裁冼偉智亦有現身，三人首次同

台，並宣佈合作大計，祖藍笑指外人會以為
是有黑幕，祖藍笑指細個見到舅父開影城覺
得好巴閉，冼師傅聞言即稱要收錢的，又稱
要共享藝人，祖藍即笑說：「我老婆係我
㗎，唔可以共享。」冼師傅即解釋是指開戲
共用大家的藝人。當祖藍介紹旗下藝人時，
笑指老婆李亞男的工作安排主要都是煮飯。
亞男即笑住回應：「多謝老闆，我會全力以
赴，做到最好！」祖藍就指這是TVB十年前
的口號。而樂易玲亦有上台，她手挽祖藍出
場時，就笑指不用穿高跟鞋好舒服，揶揄祖
藍身材矮。

祖藍稱「雪藏」愛妻
事後祖藍與亞男一起受訪，說到他很錫老

婆，沒有安排太多工作給她？祖藍笑稱要
「雪」老婆，亞男笑指飯炒得唔靚就要雪，
好大壓力。祖藍即指老婆其實是搖錢樹，太
太有個好形象做招徠，都有不少內地工作，

都好賺錢。問祖藍是否向影視大亨進發？他
笑說：「我只係一個服務員，服侍啲老闆、
投資者同藝人，我簽藝人返嚟唔係放埋一
邊，保證每位同事有得食，希望香港藝人有
尊重價錢同崗位。」
談到工作方面，祖藍表示會自編自導自
演電影外，電視劇《牛魔王》會在明年初
開拍，「因為有幾億投資，都幾大壓力，
更搞到甩頭髮，老婆仲發現我生咗三條白
頭髮，原來係有啲潛在壓力，呢排淨係開
會就好啲，可以早睡早起，早排拍嘢就甩

多啲。」問到亞男如何幫老公減壓？她表
示會包辦家中一切瑣事，讓老公舒服。說
到黃宗澤亦正式宣佈在邵氏旗下開工作
室，祖藍表示與對方亦有合作，公司未來
亦會再簽藝人。

冼國林優惠價出租影城
冼國林昨日偕同徒弟陳嘉桓到場支持外

甥，受訪時冼師傅表示會以優惠價租出影城
給祖藍，又表示未來會有很多合作，共享資
源可以慳更多。他又透露正籌備有關九龍城
寨的電影，陳嘉桓將參與演出。
羅霖昨日身穿透視低胸裙現身發佈會，她
指公司幫她洽談了網絡電影、網劇及綜藝節
目，她希望可參與內地的綜藝節目，由於唱
歌是弱項，所以會找老師學唱歌，但一切要
待她拍完劇集《深宮計》。問到祖藍有否提
議她性感演出？她說：「唔會，我好信得過
祖藍，我哋係Sell藝人嘅演藝，唔係Sell性
感，唔需要擔心，我簽得佢就對佢有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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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王祖藍與曾志

偉聯同邵氏兄弟成立的

手工藝創作有限公司，

昨日於香港國際影視展

舉行發佈會，身為董事

的祖藍率領旗下藝人羅

霖、林欣彤、阮兆祥、

陳國邦、羅敏莊、陳嘉

佳、張彥博及老婆李亞

男等現身，與一眾合作

夥伴宣佈未來工作大

計，祖藍透露除了會演

出電視劇《牛魔王》，

還會自編自導自演、曾

志偉監製的電影，公司

亦會打造一系列綜藝節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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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nsTwins將首次在香港以外將首次在香港以外
地方進行四面台演出地方進行四面台演出。。

■■祖藍指亞男其實是祖藍指亞男其實是
搖錢樹搖錢樹。。 莫雪芝莫雪芝攝攝

■■黃浩然前晚享盡艷福黃浩然前晚享盡艷福。。■■安以軒和陳榮煉到羅馬影婚照安以軒和陳榮煉到羅馬影婚照。。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拆彈專家拆彈專家》》演員姜皓文演員姜皓文、、吳吳
卓羲卓羲、、石修石修、、蔡瀚億等宣傳蔡瀚億等宣傳。。 ■■華仔早前講述新片的製作花絮華仔早前講述新片的製作花絮。。

■■田啟文田啟文

■■祖藍跟大舅父冼國林祖藍跟大舅父冼國林((右右))、、細舅父細舅父
冼偉智冼偉智((左左))首次同台首次同台。。 莫雪芝莫雪芝攝攝

■■手工藝創作有限公司昨於香港國際影視展舉行發佈會手工藝創作有限公司昨於香港國際影視展舉行發佈會。。 莫雪芝莫雪芝攝攝
■冼國林偕徒弟陳嘉桓到場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