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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關楚耀
（Kelvin）、胡諾言昨日為新劇《特技人》
拍外景，劇情講述他們的讀書回憶片段，
Kelvin因連累兄弟胡仔受罰，決定裸跑向他
謝罪，見他穿肉色內褲上陣，只穿白襪在

操場上奔跑，
手 持 「 對 不
起」木板的他
更向胡仔大叫
「我愛你」。
首次拍裸跑

戲的 Kelvin 多
謝公司給予機
會，坦言前一
晚仍在想要怎
樣 演 繹 這 場
戲，想不到昨
日一除衫就進
入狀態，笑言
像釋放了全身

的壓力。胡仔透露日後就輪到他裸跑，因
劇情回到現代後，到他開罪Kelvin要裸跑
道歉，他說：「我都未試過裸跑，服飾感
覺像回到青葱歲月，連髮型都跟以前的劉
德華頭，要有波浪。」問到現實讀書時有
否做過類似情況，Kelvin說：「當然有，以
前返學有帶不良刊物和同學仔分享，雖然
被老師罰，但有同學頂包，所以我再送多
一本給他謝罪。」

稍後到胡諾言裸跑
問到Kelvin有否刻意為裸跑操弗身材，
他表示導演要求他別要操練，因中學生不
會太健碩，他更給胡仔裸跑心得，就是放
膽去做。至於本身是賽跑好手的胡仔，笑
言裸跑與跑步分別很大，問他劇集出街時
會否禁止家中小朋友收看？「都會給他們
看，因劇情都是正面的兄弟情，又不是意
識不良，到時會和他們講解為何會做裸跑
這種傻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靜 儀 ） 陳 凱 琳
（Grace）昨日穿金色
低胸裙出席炸雞品牌活
動，陳爸爸亦有到場，
並帶備相機幫愛女拍
照。Grace的男友鄭嘉
穎是該品牌代言人，問
她是否頂替男友？「不
知道，但男友知我接這
個活動。」Grace表示
平日都會叫炸雞外賣，
但近日男友回內地工
作，她都是自己叫外賣
吃。
Grace 又主動提出，
希望品牌下次可找她和
男友一齊出席活動。問是否喜歡以情侶檔出騷？「都開心，
希望將來多點機會，（想一齊做什麼產品活動？）沒所謂，
食物又好，最重要是出來正面。」至於情侶檔拍戲，她亦不
介意：「上次合演電視劇《殭》，嘉穎跟謝安琪是一對，很
多朋友都說如果我和嘉穎演一對就好了。但世事沒那麼完
美，如要演情侶檔，會去想怎樣令觀眾有新鮮感。」
Grace透露男友昨晚回港，但逗留兩日又要走，問會否親
自下廚慰勞他？Grace笑說：「都想學整雞，因男友又屬
雞，覺得很對。（叫他食自己？）我不會這樣想，是一個心
意。男友快將生日，想禮物想到頭痛，他想要的東西自己都
買到，到時未知他會否在港。」並笑言最好不是，那便可給
嘉穎一個驚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胡定欣昨
日到西貢拍攝新一輯健康食品廣告，連續
第五年成為產品代言人的定欣透露最近已
第三度續約，酬勞亦有同步增加，她亦希
望與品牌都可成為大家心目中的第一及可
成為永久代言人。
定欣指品牌亦有送她保養產品，連帶家

人及朋友都能受惠，她謂年紀大了身體不
如以前，加上拍劇時間長，以往媽咪叫她
補身，她覺還後生不用補，但現在覺得真
的要保養。定欣謂近日趁拍完古裝劇《宮
心計2深宮計》與家人外出旅行，月底又
與「胡說八道會」去澳洲拍旅遊特輯。問
到是否少了出席「胡說八道會」聚會？定
欣說：「並非少了，是她們趁我沒空時就
聚會，不過29號我們會一齊出發去澳洲拍
節目。」提到近日盛傳好姊妹黃智雯及姚

子羚好事近，定欣稱也是看報道知道，她
沒親耳聽過智雯和子羚提及，不過都希望
她倆繼胡杏兒後早日結婚，她可再做姊
妹。至於她自己就仍在等待緣分中，且看
月底去澳洲拍節目時可有艷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任達華昨日現身電台宣
傳攝影集《香港。別的風景．任達華攝影集》，受訪
時華哥表示希望為大家帶來正能量，更覺得香港人的
應變和衝刺能力很強。華哥表示這本書是想鼓勵香港
人，「這本相集自己儲起一千本，預會送給海外朋
友。」節目中他亦提到以前為TVB拍劇的事，「可能
大家會說在TVB工作賺不到錢買樓，離開後有可能買
到樓，但這個是否最好的投資？其實不是。我在TVB
的時間投資在自己身上，學到做事準時、忍耐同包
容，於木人巷做得不好，又怎會有這麼好的根底。年
輕人有自己生活態度，世界改變，但別被世界控制，
年輕人有時會低頭玩電話，但都要適可而止。」

關楚耀拍裸跑戲 一剝衫即進入狀態

胡定欣仍等待緣分

任達華：在TVB打好根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思穎）許
冠傑（Sam）和譚
詠麟（阿倫）兩位
殿堂級歌手，昨日
為下月「阿Sam &
阿Tam Happy To-
gether 演唱會」進
行綵排，有見近日
流感肆虐，阿倫笑

稱歌迷若索吻就要醫生紙，免得傳染。同時
他又踢爆受託於許冠文，要將阿Sam這位
「宅男之父」的人生觀扭轉，好讓其生命充
滿色彩。阿Sam亦回敬指阿倫重情義，是難
得的好人。
阿Sam剛從夏威夷操弗返港，狀態大勇，
穿上無袖衫展示麒麟臂，略有清減的阿倫就
包到實現出小肚腩。阿Sam透露在夏威夷的
兩個多星期，專程找健身教練操弗，日操三
小時，又找聲樂博士開聲，籌備得如火如
荼。阿倫搞笑指他的準備功夫有三成，又爆
阿Sam會跳舞，自己就跟對方學習。其間大
夥兒起哄叫二人鬥大隻，阿Sam便谷起麒麟
臂，阿倫則以肚腩迎駕，十分搞笑。阿倫笑

謂：「我怎跟人鬥，他捽晒油來，哈哈。」
阿倫自言已減去了八磅，目標是演唱會前

減多半磅，「其實阿Sam有叫我一起去夏威
夷操，奈何要做巡唱。」阿Sam積極操弗，
原因是今次有日、夜場，擔心體力應付不來
會在台上暈倒，對上一次開日、夜場已是20
年前告別個唱，同時他很珍惜這次演唱會。
阿倫笑言：「我都有馬甲線，是河馬的馬！
其實我已減到可穿回半個櫃的衫褲，（擔心
被比下去？）不怕，阿Sam是我偶像，應該
的，所以我刻意不操。」

許冠文黃子華將幫手
有指阿倫習慣忘記歌詞，阿Sam維護他
說：「OK的，他很多古靈精怪，很快便上
手。」訪問中阿倫顯得生鬼，又幫阿Sam的
聲樂博士改名，阿Sam笑謂：「他常幫我
『作嘢』，是商業奇才，很會宣傳招數，所
以演唱會飛賣得那麼快。」阿倫謙稱：「不
是，是我們兩人的力量，唱出歌曲味道。」
阿Sam表示很喜歡跳舞，這次演出會跳很多
舞，在旁的阿倫笑說：「是很多舞蹈藝員而
已！」他們透露屆時有嘉賓許冠文的棟篤
笑，又有黃子華的錄影片段介紹環節。

偕阿倫為個唱綵排
阿Sam谷到現麒麟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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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王君馨昨
日為唇妝品牌拍宣傳短片，她坦言愛用不同
顏色唇膏，家裡現收藏約120支唇膏，數量
比鞋還多。笑問老公最愛她塗哪種顏色？君
馨笑說：「老公一見我便想錫我一啖，而他
比較喜歡淡色的唇色，會好情不自禁！」她
透露今次宣傳短片主題是「撒嬌」，故她也
從中學了一些撒嬌伎倆，但笑言對住老公統
統都用不着，因老公本身已很愛錫她。
君馨又指從美國度蜜月回港，至今工作沒

停過，這位老公實在旺妻，不過自己也一樣
旺夫，老公最近亦找到新工，是在銀行上
班，還經常要加班。新婚已各有各忙，會否
沒時間造人？君馨坦言想談談情過二人世
界，生BB的事到兩三年後才考慮。

■■關楚耀(右)為新劇拍攝
裸跑場面；旁為胡諾
言。

■陳凱琳對與鄭嘉穎合作抱正面
態度。

■■ 胡定欣
也 想 在 澳
洲 拍 節 目
時 有 新 對
象。

■■ 任 達
華(右)預
留 千 本
新 書 送
禮。

■王君馨
暫時仍想
過二人世
界。

■在阿Sam(左)的麒
麟臂面前，阿倫(右)
仍能以搞笑搶鏡。

■阿Sam為今次演唱會操到極弗。

自宣佈分手後首度同場出現的唐
詩詠和洪永城，前者表示在後

台有跟舊愛打招呼和交談，問到是
否已放下舊情時，詩詠說：「要慢
慢來，很難答。事業可為自己打
算，但愛情很難，最重要是有機會
先了解清楚，所以再遇到都想慢慢
去認識一下。」她坦言在圈中找對
象有難度，圈外人更會怕了她，追
問與Tony拍拖時是否太倉促？「每
個階段都不同，現會慢慢拖長時
間，兩件事不可混為一談。」
提到詩詠拍拖要多了解對方才開

始戀情，Tony說：「我自己立場都
覺得需要，了解對方的興趣和需
要，每對情侶都會這樣。」他稱不

會太快投入另一段感情，老套說法
是要以工作為重。Tony稱現籌劃為
big big channel拍旅遊節目，但主題
未想好，曾希望到世界各地妓寨拜
訪的他，笑言可趁今次機會一嘗心
願。至於接受異地戀與否，Tony表
示最重要是夾得來，才可維繫感
情。

馬明處處維護黃心穎
另一邊廂被公認是拖友的馬國明

和黃心穎，雖然二人聲稱仍在了解
中，但在「神秘唱將」環節「馬
明」第一時間已認出心穎的歌聲，
為免被其他人戲弄才推說是朱咪
咪。心穎選唱王菲名曲《約定》，
問她是否憑歌寄意時，她撒嬌道：
「不是，只是大家覺得什麼都關他
事。」馬明就稱因跟心穎去過唱K，
如果一猜就估中會很尷尬。日前馬
明不介意用女友來稱呼心穎，問心
穎是否也不介意叫他做男友？她甜
笑稱不介意，寫什麼都得。是否代
表正式公開戀情？心穎緊張得弄丟
手上咪高峰，只能以笑遮醜，馬明
即打圓場叫大家不要搞到心穎尷
尬，十分體貼。
二人一同拍攝的《宮心計》已煞

科，劇中一幕接吻戲是否回味無
窮？馬明說他們都是專業演員，所

以沒有NG，只是導演要拍多個角度
才錫多幾次。心穎亦指有見馬明除
衫赤膊淋水，「見他操到身段好
靚，但我沒有陪他練，他有蕭正楠
陪伴。」
有傳陳豪見大仔有數學天分，打

算送他到猶太學校就讀，他澄清：
「不是猶太學校，是隔鄰的國際
學校。坦白講我數口都幾精，
相信兒子都不差。」陳豪稱大
仔在藝術方面較有天分，二仔
就專注力強，最厲害反而是細
女，學習快甚至懂得叫爹哋，
有時兩位哥哥都會呷醋，但陳
豪會一視同仁，不會偏心其中
一個。

余詠珊盡力幫藝員賺錢
不少網友投訴前晚有近一小時登

入不到big big channel，節目結束後
高層余詠珊解釋是根據過往經驗，
每逢大型節目開始時瀏覽量會激
增，當快達到負荷不來時會「落
閘」，以保護伺服器運作。對於節
目中大派現金獎給藝員，同時每位
藝員獲派發智能手機和免費流動數
據，余稱每月都會搞項目讓一眾藝
員有賺錢機會，像下月便有唱歌比
賽，勝出者可獲十多萬元獎金，讓
藝員覺得做直播不是義務工作。

big big channelbig big channel開播人多湧入開播人多湧入DownDown機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近160名無綫

藝員前晚參與《群星拱照big big channel》直

播節目，由應屆視帝視后陳展鵬和胡定欣率領

一眾藝員來個大晒冷。唐詩詠與舊愛洪永城

（Tony）自分手後首度同台亮相，女的表現大

方，男的反而尷尬拘謹。為鼓勵藝員多做直

播，無綫前晚發放近30萬元獎金給參與藝員，

其中以翟威廉為首的「Happy Live」獲得五萬

元獎金。可惜節目直播期

間，有網友投訴近一小時

未能登入程式欣賞節

目，原來瀏覽量多到

差點逼爆伺服器，令

無綫只好實施流量管

制，以免整個應用程

式崩潰。

■■無綫高層余詠珊矢言會為一眾無綫高層余詠珊矢言會為一眾
藝人謀更多利益藝人謀更多利益。。

■■ 《《 超 時 空 男超 時 空 男
臣臣》》幾名主角近日幾名主角近日
相當火紅相當火紅。。

■■唐詩詠唐詩詠((右右))重遇舊愛洪重遇舊愛洪
永城永城 ((左左))，，女方表現大女方表現大
方方，，但但TonyTony則面帶尷尬則面帶尷尬。。

■■馬國明馬國明((右右))跟黃跟黃
心穎愈來愈登對心穎愈來愈登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