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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華今年1月時因拍廣告墜馬受重
傷，昨天首度赴台公開露面，為

由馮德倫執導的新片《俠盜聯盟》宣
傳，同場還有台灣藝人楊祐寧。出席記
者會時，穿上一身白襯衫、黑西裝的華
仔精神氣色不錯，還不斷擺出逗趣姿勢
供傳媒拍照。
華仔向現場大批傳媒打招呼，並露出
帥氣笑容說：「我真的回來了！我真的
跟以前沒什麼兩樣。」
華仔續說：「首先真的要感謝大家，

在這段時間為我擔心這麼多，雖然在香
港的醫生，一直囑咐我要小心呀！不要

出現那麼多公開的場合！但我真的想回
來跟大家見面，告訴大家我現在很好
了，所以今天我站在這裡。」
「再加上前一陣子，大家都傳我變得

很瘦，還為我去拜拜(指祈福)，但我都
在香港，好好的休息了6個月，身體好
了百分之九十五，只是感覺時間好像過
得很快，這半年在大家關心底下，每一
天都很幸福、很開心。我每天都在運
動，身形也變得更好了，謝謝！」
至於華仔在拍《俠盜聯盟》中也曾經

受傷一事，他特別解釋是因為自己愛玩
才會受傷，「當時在吊鋼絲，我為了耍

帥動了一下，結果晃得太厲害才打到頭
的。」

馮德倫不忘晒恩愛
華仔在片中扮神偷，問他現實生活中

可有想偷的東西？他表示自己現在什麼都
有了，不必偷什麼東西。昨日雖然主演之
一舒淇並沒到場，但其丈夫馮德倫都也不
忘晒恩愛，指舒淇的心都被他偷走了，所
以也沒啥好偷的，倒是楊祐寧很想偷一樣
東西，因為自己的存摺都放在媽媽那邊，
因此希望把印章給偷回來。
談到楊祐寧欲親吻舒淇卻遭掌摑的

戲，楊祐寧認為「當時應該可以親一
下」，隨後被華仔調侃說：「人家都結
婚了會不會想太多？」逗得在場所有人
哈哈大笑。
華仔在劇中則和張靜初有一場熱吻

戲，對於為何會答應吻戲？華仔笑稱：
「張靜初答應我就答應了」，隨後又笑
指那場吻戲其實是為楊祐寧鋪墊的戲，
要讓楊被摑的表現對比，盡顯幽默一
面。久未在台露面的馮德倫，就被問到
拍戲時是否會和太太有特別的情感，他
表示彼此已經認識20多年了，真的沒
有分別。

香港文匯報訊 即將
於本月再度襲港的韓國
新人Kim Samuel，因
多年的練習生生活，剛
出道就獲得許多圈內前
輩好友支持和鼓勵，其
中就有鄭容和！「容和
Oppa」 更 於 Samuel
出道發片當日在個人社
交平台發文支持，二人
認識多時，一直維持很
好的關係。本來Samu-

el 也打算發文答謝這位一直力挺自己的哥哥，
但奈何之前二人的合照都在哥哥手上！前日二
人終於在活動上相遇了，而Samuel 這次聰明
地用了自己手機跟容和完成了心願！巧合地，
二人也是於本月19日同一天在港演出，不知
是否還會相約在演出後也一起宵夜呢？
最近Samuel正與主辦單位共同為是次首場

海外粉絲見面會進行緊密的前期籌備。而主辦
單位為了能讓粉絲與Samuel有更好的互動，
現正透過社交平台徵集粉絲們的願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毅儀）電影《軍
艦島》昨日正式在香港上映，雖然一眾藝人
未能到港宣傳，但仍抽空接受香港文匯報電
郵專訪。主演宋仲基被問到為何會選拍《軍
艦島》？他說：「很多人以為我是在拍完
《太陽的後裔》後才決定演出《軍艦島》，
其實我早在拍攝《太陽的後裔》時已在讀
《軍艦島》劇本。當時我對端島一無所知，
覺得故事很有意思，因單看劇本已感受到當
中的歷史和電影價值。」
對於自己飾演的角色朴武英，宋仲基表
示完全不知朴武英在想什麼，但只要他決意
去做一件事，他便會直率而行，不會隱藏自
己的感受。宋仲基說：「我希望展示角色人
性化的本能、憤怒、愛國及憐憫別人的心。
每個角色都有強烈和清楚的慾望。黃政民的
角色最重要就是保護他的女兒，而蘇志燮和
李貞賢飾演的角色則較注重他們之間的關係
和對對方的感情。我飾演的朴武英則對他們
都很有承擔，希望救他們離開軍艦島，我也
很努力集中演好角色的這一面特質。」

蘇志燮因柳昇完拍此片
至於已有一段時間沒拍電影的另一主角

蘇志燮，選擇參演此片回歸大銀幕，是因為
一直都很渴望和柳昇完導演合作，就算不看
劇本自己也會馬上答應。蘇志燮說：「我之
前本來曾有三、四次和他合作的機會，但每
次都因時機不合適而未能成事。我相信如果
這次我錯過的話，以後也不會再有機會和他
合作。片中人們被迫在有限範圍內生活，這
個設定和角色們冒死逃亡的心志也很吸引
我。」
另外，宋仲基、蘇志燮、黃政民與導演
柳昇完昨日繼續在吉隆坡宣傳新戲，並舉行
記者會，宋仲基笑稱自己是片場的開心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李家
鼎、譚玉瑛、龔嘉欣和陳庭欣（To-
by）等人昨日錄影節目《阿爺big big
廚房》，節目中眾人交流廚藝心得，
並即場煮菜式讓鼎爺評分。鼎爺就謙
稱不會以師父自居，只是向後生一輩
提點廚藝的竅門，更大讚Toby和莊
思明的廚藝不錯。
笑問鼎爺會否考慮收徒弟，繼承他

的廚藝，他笑道：「很多人都叫我收
徒，更有人叫我開班，我沒有那麼多
時間，連睡覺都沒時間。其實只要問
我就一定教，將全部竅門都告訴你，
無所謂的，收埋也沒有用。」至於鼎
爺下月正式開張的私房菜，他表示現
忙於試菜和交帶細節，暫時野心不會
太大要急於開地舖，先做好第一間再
作打算。
獲鼎爺大讚的Toby謙稱自己廚藝

只是合格，沒有搞壞廚房已經很好，
說：「以前在英國讀書就入廚較多，
反而返香港後就少了，而且我和鼎爺
的級數差太遠。」龔嘉欣近期在網上

平台開設「龔仔廚房」，她透露拿手
菜式是三菜一湯煮中餐，又自誇現在
很少女仔懂入廚，想不到現在變成自
己的優點，可惜仍未有追求者出現。
笑問她倆會否和鼎爺拜師時，嘉欣稱
早年曾想過跟鼎爺學騎馬，現在學廚
不知對方肯不肯收徒。

龔嘉欣8年沒穿泳衣出鏡
早前到斐濟拍《3日2夜》的To-
by，表示因天氣不穩，帶備的多套泳
衣都未能全部穿上，又試過夜晚摸
黑坐艇仔出海，驚險萬分。不過，
Toby最難忘是初玩Flyboard，因太
大浪差點令她泳褲脫掉，笑言下次
玩時要穿三條褲。至於何時到嘉欣
穿泳衣拍《3日 2夜》，她透露由
Toby、沈卓盈和她等人組成的「少
婦聯盟」，有意出埠拍旅遊節目，
但地點尚未決定，嘉欣說：「如公
司要求（穿泳衣）都沒所謂，自
《四葉草》後我都有8年沒穿泳衣在
電視上出現。」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李慶
全）周秀娜、
森美、甄詠珊
及安俊豪昨日
到旺角出席活
動，周秀娜坦
言現較少到人
多地區購物，
因現在網上購
物已很方便，
像買衫、買女
人的東西包羅

萬有，所以現甚少去逛街。娜姐更表示以前是
電話不離手，打機和上網瘋狂買東西買到不願
去睡，經常看電話熒幕太久令眼睛乾涸，試過
有次拍親熱戲時隱形眼鏡移位，給對手發現了
覺得好樣衰，自始便減少用手機。她坦言現近
視加深至三百幾度，故有考慮去做激光矯視手
術，以後拍戲就會方便一點了。
娜姐目前正為一部電影演出，近期都要到佛

山拍外景，之前還拍了一場被鄭嘉穎大力掌摑
的戲份，她苦笑說：「那一巴掌好大力、好響
的摑過來，我跌低起身時都暈暈哋，但導演卻
不收貨，NG了三次，加上之前試位，真的被
摑到滿天星斗！」不過她指嘉穎出手時已經有
就力，覺得負責摑人的其實也很大壓力的。傷後首赴台傷後首赴台 證跟以前沒兩樣證跟以前沒兩樣

華仔自爆自爆
「愛玩」才受傷

香港文匯報訊 劉德華昨天為宣傳有份主演的電影《俠盜聯盟》

訪台，是他墜馬受重傷後首度赴台，華仔滿面笑容打招呼說：

「我真的回來了！我真的跟以前沒什麼兩樣。」華仔在拍《俠盜

聯盟》中也曾受傷，他直言因為自己愛玩才會受傷。

《軍艦島》大馬宣傳

宋仲基自認開心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出爐金像
影帝林家棟於電影《殺破狼．貪狼》中要
講大量泰語對白，但其中有些泰語發音類
近廣東話粗口，因此練習時已經覺得有點
難以啟齒，加上拍攝時他有其他劇本要籌
備，所以沒太多時間去練習，結果拍攝時
要講半頁紙的泰語對白，間中都會食螺絲
要NG#4、5次，不過出來的效果連泰國
人都覺得他講得有八成相似，也算過關。
今次講泰語對家棟是一大考驗，但他

見到戲中拍檔Tony Jaa及古天樂連場打
鬥，感覺是更加辛苦。不過家棟現已為另
一部新戲開工，當中他都有動作場面，故

之前已經勤去跑步和節食，每朝早餐只吃
粟米。記者取笑他當了影帝還要食「塞
米」？家棟笑了笑說：「沒辦法啦，要開
工嘛！角色要留鬚，又不可以肥，這段期
間已經減掉6至8磅，我最肥的時候有
160磅，因為金像獎之後很多慶功吃得
多，希望能減到150磅啦！」家棟透露新
戲中他將會扮演好人角色，他笑說：「今
次很有壓力，因為我無做好人3年了，今
次從良演一個好警察！」而這部戲是他獲
得影帝後第一部接的電影，問他有否加片
酬？他笑指Paco（黃柏高）說過會識
做，但他一直未見過份合約呢！

林家棟被泰文對白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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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同日開騷

Kim Samuel獲鄭容和力撐

李家鼎大讚陳庭欣莊思明廚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何浩文、林
作、趙碩之、莊思敏、莊思明及麥子樂等前晚
到尖沙咀出席泰國電影《出貓特攻隊》首映
禮，「情敵」何浩文與林作更首度同埸，最後
二人因要和傳媒做訪問而未有合照。
前晚何浩文與空姐女友Candy拍拖睇首映，

之前他與和麥明詩合作劇集《賭城群英會》而
傳緋聞，剛巧前晚他與「情敵」林作同場，問
到他見到林作可會尷尬？他笑說：「緋聞嚟
啫，《賭城群英會》都播完啦，大家見面都唔
會尷尬，見到唔同界別的人好正常呀。」說到
林作想入娛樂圈？他反問：「係咩？畀心機
囉，（合作OK嗎？）我OK，冇乜所謂，呢
一行係要靠實力，有實力就有工作，合作機會
實有。」
麥明詩舊愛林作前晚單獨去睇首映，他笑謂

因約不到朋友陪睇戲，更自嘲說：「無人想同
我有關連，可能會孤獨終老，（驚你出書爆
料？）唔係，現在我唔講人哋的事，係驚咗畀
人寫同我有咩關係。」

何浩文見「情敵」林作不尷尬

周秀娜被鄭嘉穎摑到暈

■■何浩文何浩文 ■■林作林作

■■左起左起：：馮德倫馮德倫、、劉德華劉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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燮燮、、黃政民及黃政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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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志燮選擇參演《軍艦島》回歸大銀幕。

■Kim Samuel(左)跟
鄭容和很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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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不錯
的華仔不時
展露笑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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