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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蓉」
李一桐自認俏皮可愛
■ 左起
左起：
：苗僑
偉偕李一桐 、
偉偕李一桐、
陳星旭到香港
文化博物館金
庸館參觀。
庸館參觀
。

■ 翁美玲和黃日華主
演 的 1983 年 版 《 射
鵰》成為一大經典
成為一大經典。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內地劇集《射鵰英雄傳》近日在無綫播
映，有份演出的苗僑偉（三哥）前晚聯同飾演黃蓉的內地藝人李一桐及飾
演楊康的陳星旭，到香港文化博物館金庸館參觀。翁美玲當年演的黃蓉深
入民心，李一桐認為自己演的是俏皮加可愛；而三哥看到故友翁美玲的舊
照不期然想起對方，稱每次都好有感觸。

參 觀
前晚時，當看到三哥

三十多年前與翁美玲一起拍攝
的《射鵰》劇照時，李一桐及
陳星旭都大表驚嘆，並大讚三
哥保養得宜。
李一桐在劇中飾演黃蓉，被問
到可有看過翁美玲飾演的黃蓉？
她直言有看過，是前輩叫她看
的，但就沒有看過所有版本，看
完劇本結合原著，了解每個角色
性格後，再演繹自己心裡的黃
蓉。問到她覺得跟翁美玲所飾演
的黃蓉有什麼分別？她笑說：
「翁美玲演得好俏皮，自己是俏
皮加可愛。」說到翁美玲當年演
的黃蓉深入民心，她可會感
到壓力？李一桐稱沒想
那麼多：「每人心中都
有自己的黃蓉，自己是新
人，需要磨練的東西很多，自己
技術上做到最美麗的一面，得到
大家的支持非常開心，收到不好
的評價也會平常對待及接受。」

開騷賀入行三十周年

王君馨結婚跟足傳統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文釗）將
在港結婚的王君馨
（Grace） ， 昨 日
穿上紅色露背長裙
出席《奇華嫁喜禮
餅活動》。她剖白
12 年前在美國紐約
一見鍾情，認識到
未 來 老 公 Daniel，
大讚對方散發一股 ■王君馨
善良的感覺。
Grace 率先向現場傳媒大派餅卡，她笑
稱想不到派禮餅會這樣開心，更會在 5 月
20 日「520」這甜蜜的日子過大禮，雖然
老公想舉行西式婚禮，但她始終是香港華
人，想體會中國傳統禮儀。婚紗方面，
Grace 透露已在法國找人設計，有待布料
從巴黎運送到港，製作亦需時間。她透露
婚紗款式會有少少性感，最重要是靚，不
希望到時大家只留意她的身材。婚禮籌備
進展，Grace 很開心得到很多贊助商支
持，她也會做足中國傳統儀式，如穿裙褂向父母
跪地斟茶，她笑說：「雖然老公仔不明白，但都
好遷就我，因英文有一句 Happy Wife 就 Happy
Life。只要老婆開心，他生命就會很好。」不
過，Grace 得知穿裙褂前要穿紅色睡衣就有陰
影，解釋道：「紅色內衣令我好有陰影，因為在
《城寨英雄》花曼嫁給牙佬前一晚全家『拜拜』
，我正考慮穿西式睡衣代替。」

自嘲比當年「縮水」
三哥透露特別租了一個貨倉
來儲起早期拍戲的劇照、卡式
帶、戲服，以及上世紀八十年
代為登台而造的古裝服及頭
套，覺得很有紀念價值。問到
當年的戲服現時是否仍穿得
下？他笑說未必：「冇以前咁
大隻，以前大隻好多，現在縮
水，瘦咗。」

員把紙碎潑向克勤。
員把紙碎潑向克勤
。

其間，克勤舉手多次要
去洗手間，他笑言食得
太多皺紙肚痛要去排出
來，事實是要趕去漱
口，因為皺紙甩色，搞
到他覺得自己滿口五顏
六色，十分搞笑。
克勤表示自己和公司
都很重視這次三十周年
的大日子，老闆楊受成
已答應不惜工本製作，更會把紅館變身萬
人大派對，讓歌迷與他一同慶祝這三十周
年。而在歌唱生涯當中，一些重要的人與
事，克勤謂也希望可以在演唱會上重現重
聚，目前已經開始手籌備策劃及聯絡，
相信到時會帶給觀眾無窮驚喜。
克勤做過百場演唱會，他自言很多事情

都試過，「好似爆呔、人有三急去了廁
所，結果要樂隊拉長前奏待我跑回台上，
現在最想試應該是開三面台，但公司堅持
開四面，否則肯定爭飛爭崩頭。自己為免
不夠飛給家人被詐型，所以在兩個月前開
始做家人優先訂購，不想再給屋企人鬧，
話個仔開騷，連老竇都買不到飛。」

林家棟着西裝沙漠開工挑戰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電影
《毒。誡》前晚舉行首映禮，演員林家棟、
譚耀文、尹揚明、趙碩之及苗可秀等出席。
影帝林家棟蓄鬚現身，他透露這是一部科幻
片的新造型，即將還要跟余文樂、任達華及
伍允龍等到沙漠拍攝三星期，但並非到他想
去的撒哈拉沙漠，而是到內地銀川拍攝，他
已預計在酷熱沙漠下開工會缺水及缺電、他
還要穿西裝和皮鞋在沙漠跑，收工要坐兩小
時車程才回到酒店，感覺是一次大挑戰。
趙碩之於戲中客串演妓女角色，有性感演
出但不需裸露，當中與劉青雲對手戲最多。
對於前男友林家亮在加拿大遇上交通意外，
趙碩之坦言有飛到當地探望，因即使已經分

手，但彼
此仍是好
朋友會關
心對方，
知他沒生
命危險，
不過要戴
頸箍。
她透露對
■譚耀文
■林家棟
方母親現
仍當她是兒子的女朋友，只是未想過復合的
機會。而她剛拍罷ViuTV劇集《詭探》，下
月會再來接拍兩齣網絡電影，她笑言片酬不
算高，仍可密食當三番。

衛詩雅被
「神醫母」
搽油止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衛詩雅有份參演的電影《失眠》終
告上映，期待已久的她直言心情很
興奮，除了忙於為該片宣傳，同時
間她又要宣傳另一部新戲《告別之
作》，為此令她有點混淆，笑言有
些精神分裂，經常把狀況搞亂。
衛詩雅不諱言父母照顧她都
■ 衛詩雅形容媽媽 很辛苦，加上近日身體不適，
是「神醫」。
久咳未愈，「媽咪早上便要起

他又稱看到故友翁美玲的舊
照不期然想起對方，每次都好
有感觸，覺得太過虛幻好不真
實，而今次他答應演出黃蓉父
親黃藥師一角，都是因為情意
結，因他一直很仰慕這個角
色，他說： 「好多人理解的黃
藥師係好邪，好多人覺得我唔
夠邪，以我理解黃藥師行事唔
按規則，樣貌唔一定邪，個造
型都幾特別，幫到我個角色好
突出，自己都好鍾意，但每個
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東邪，喺
我心目中覺得已有交代。」
談到李一桐跟翁美玲相比，
是否翁美玲演的黃蓉最經典？
三哥認為這樣比較對兩人都不
公平，翁美玲的演出好經典，
但今次一桐演了另一個版本的
黃蓉，如果十分為滿分，兩人
都超過九分，總不可以給足滿
分，因每人對黃蓉的睇法都不
一樣，而李一桐今次的演出做
得好成功。

■ 幾位演員向博物館人員送上今輯《射
鵰》海報。

■ 見到三十多年前的《 射鵰》劇
照時，三人各有感嘆。

羅霖忙拍劇瘦 8 磅
爆有人見到好肉痛

■ 拍海報時
拍海報時，
，工作人

克勤偷步搶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李克勤將
於 9 月 5 至 8 日假紅館舉行「李克勤成立三
十周年」演唱會，本月 31 日先作信用卡優
先訂票。相隔 6 年沒開個唱，克勤恐怕到
時連自己都撲不到飛，一於偷步搶飛，實
行「家人優先訂購制」，趕於大家前面落
飛。
為了慶祝入行三十周年，林海峰今次特
別為他訂製了幾打紙炮，以七彩皺紙碎來
營造開心慶祝的氣氛。拍攝當日，初時試
用紙炮，向克勤近距離發射，克勤冷不防
被發出巨響嚇到，不禁大叫：「嚇死，耳
都聾啦！」由於紙炮散出來的紙碎未達效
果，最後決定以人手發射，在水桶裡放滿
紙碎向克勤照頭淋，又把紙碎潑向他，克
勤要笑住擘大口迎接多次又淋又濕的碎
紙，結果口和鼻均中招，吸了不少紙碎。

活動後即趕離
開要去拍戲的她，表
示希望日後可以多些來
香港 宣傳，因為她中學是在深
圳讀書，經常都會來香港，她
說：「我好喜歡香港，因有很
好吃及有好逛的地方，然後香
港人我很喜歡，因為班中有很
多同學是香港人，出道以來合
作的都是香港班底，覺得跟香
港人很有緣分，而香港人工作
很認真、很專業都是我喜歡
的。」

來煲藥給我，又會接我收工，
比我更遲睡早起。近日媽咪找
來偏方，為我搽油止咳，在我
沒穿衣之下，幫我搽胸口，背
脊同小腿，雖然有點尷尬，但
其實很 sweet。」她更形容媽咪
是神醫，好像家中養的魚受傷
後便幫牠搽藍藥水，有白點又
用牙刷刷，但又給她治好了，
現在輪到她做白老鼠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羅
霖與吳岱融昨日到牛頭角出席火鍋
店開幕活動。穿上喱士連身短裙現
身的羅霖，近日因忙於拍劇集《宮
心計 2 深宮計》瘦了 8 磅，現有 106
至 108 磅，上圍都因此而細了，件
衫亦有點鬆。
羅霖表示完成香港戲份後就會去橫
店拍攝三個星期，知道當地氣溫高達
三十幾度，由於是第一次去橫店，所
以近日已周圍問人防中暑方法，女仔
的戲服露出心口冇咁熱，男藝員就慘
些。她又謂：「今次拍劇試過開八日
通宵，估不到自己可以頂得住，朋友
還讚我個樣冇捱殘，但媽咪就擔心
我，因為每次開工都會帶好多嘢食，
更有個花名叫『士多霖』，但食極都
唔肥，故打算拍完劇同三個仔去熱帶
地方旅行，會穿泳衣，但不會拍寫
真，只會自己睇。」問到男友可有心
痛？羅霖笑說：「邊個男友？父母見
我咁瘦都好肉痛，媽咪覺得我行屍走
肉咁。」
她又預告拍完劇後會處理人生大
事：「呢5年為咗3個仔日日工作，
又冇時間打理公司，忙完呢輪之後會
考慮係唔係認真去發展，（好消息定
壞消息？）一定唔會係壞消息，我會
認真篩選，為自己將來想，（之前
同你影婚紗相的內地富二代機會大唔
大？）機會都大。」
說到近日洪永城與唐詩詠被指不
婚即分，羅霖自言從未發生過這些

■羅霖與吳岱融出席火鍋店開幕活
動。
事，每次都是和平分手，可以做回
朋友，除了前夫。

吳岱融無興趣搞生意
吳岱融表示自己無份投資，亦對
搞生意興趣不大，他說：「我係
『數字白痴』，又耳仔軟，唔適合
搞生意，太太（鍾淑慧）同我一樣
係數學白痴，啲數都係搵朋友睇，
數口唔精可能做人會開心啲。」稍
後他將會拍攝邵氏網劇《飛虎極
戰》，劇中飾演高級警司，龔慈恩
飾演他的太太，而伍詠薇就為他生
了個仔，亦會有些打戲，但就不用
全副武裝上陣。

阿 Sa 與惠英紅
「較量」
演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
植）蔡卓妍（阿 Sa）於電影
《原諒他 77 次》中與影后惠
英紅飾演一家人，其中一場戲
講述有親人突然離世，阿 Sa
及母親惠英紅因痛失親人而傷
心欲絕，兩人甫「埋位」已立
即入戲相擁痛哭，埋位話喊就
喊對於兩位可說是實力的表
現，相信觀眾隔住銀幕都能夠
感受到那種悲痛。事後阿 Sa ■惠英紅和阿Sa埋位即哭 。
稱一向十分欣賞紅姐，更笑言對方 英紅很高興看到今日阿 Sa 的演技大
「戲場」好強勁，情感演繹精準到 躍進，更力讚︰「今日真係大個女
喇，看到她演得很從容，情感自然
位，大大幫到自己很容易入戲。
相隔多年，再次與阿 Sa 合作的惠 流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