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振朗
想唱歌演喜劇

不怕捱苦
自嫌樣太𡃁 仔 望尋得自身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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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踩過界》下星期就來到第
二季，除了大家引頸以待的千

雪BB（朱千雪）登場外，當然還有
李佳芯（Ali）與張振朗成為一對，因
事先張揚有不少床上親密鏡頭，迅即
成為網民熱烈討論話題。
「我飾演的GoGo，基本上可以說
是盲俠團隊的行動組成員，即是有什
麼粗重功夫，也會交由他負責，劇中
還講到我身手相當了得，但原來我竟
然是一名右腳被截肢的殘障人士。由
於劇中講到我不想別人知道自己殘
障，所以要扮到如常人無異，好考我
的演技，在跛腳與健全之間，要拿捏
得相當準確。其實都係做返自己，有
啲位就會注意一下，因為唔想俾人
知，所以個角色都講我練到正常人
咁，但有些動作場面，好似要踢人，

我就永遠不會用右腳去踢，因為沒可
能踢到人。至於和李佳芯成為一對，
是有好多親熱的鏡頭，以TVB劇來
說是比較激的，我和Ali拍那個場口
控制得好好，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怕與師兄比較
4 年前，張振朗參與《星夢傳

奇》，一嘗在舞台演唱的滋味。而前
年他參加無綫綜藝節目《Sunday扮嘢
王》中，憑模仿劇集《衝上雲霄Ⅱ》
的「Cool魔」張智霖（Chilam）而成
功彈出，除了工作接踵而來外，又多
了不少女粉絲追隨。剛滿30歲，問到
可希望像黃宗澤（Bosco）一樣，成
為一線小生？Owen非常謙虛，表示
害怕與師兄比較，希望盡快找到屬於
自己的定位。

「我本身都喜歡唱歌，希望公司有
機會都可以讓我唱吓歌。入行初，大
家認得我都是因為Bosco，到後來多
人識是因為我扮Chilam。記得當
時獲王祖藍讚有扮嘢天分，我好
多謝他，但我沒祖藍咁叻，覺得
自己一般，最主要是因為我鍾意
演戲，演戲扮嘢是一定需要。本
身又好鍾意周星馳、張家輝，有
得做喜劇的話會好開心。入行快
將6年，自己開始獲觀眾關注，
已經好幸運。因為圈中不少人苦
等多年才可或等到有所發揮的角
色。我不怕捱苦，男仔要有所
歷練，先會變得穩重，先擔到
大旗，始終太細個想法會不同，
加上個樣太𡃁 仔，做不到什麼
角色。」

初出道時有「少年版黃宗澤」之稱的張振朗（Owen），不經不覺已經入行近6年。今次在

《踩過界》中飾演的GoGo，與李佳芯有不少大膽床戲，成為網民熱話。Owen上月剛滿30歲，

圈中不少人苦等多年才可獲觀眾關注或等到有所發揮的角色，Owen深明此道理，坦言不怕捱，

並希望公司給他唱歌機會！ 採、攝：植毅儀

中央社電導演馮德倫為新片「俠
盜聯盟」，與演員劉德華、楊祐寧3
人一起在台出席見面會，現場開放
約300名影迷目睹偶像風采，華仔見
到熱情粉絲對大家說：「你們可以
放心了。」
由馮德倫執導的新片「俠盜聯

盟」，主角群找來劉德華、楊祐
寧、舒淇等演出，前晚在台北舉
行映前見面會，和台灣影迷互
動。
華仔出場後先說：「終於見到你
們了，你們可以放心了。」現場不
斷有粉絲高喊「華仔」名字，華仔
一度被打斷後又回說：「沒想到那
麼快可以回到這邊。」馮德倫表

示，他看到劉德華也很感動，見到
華仔粉絲相當熱情，笑說開始擔心
拍得不夠好，不然「我就死定
了」。華仔提到，從拍片到後製，
最後成品出來讓他很感動，直說
「不去看是影迷的損失」。
現場大家還替日前生日的馮德倫

和8月底生日的楊祐寧慶生，二人在
粉絲與華仔陪同下高唱生日快樂
歌，馮德倫則許下願望，盼「票房
大賣、拍第二集」。
片商還送上蘋果，象徵「平安、

健康」，華仔則幽默笑說：「不會
再有了」。 最後3人和在場影迷與
媒體記者大玩自拍合影，呼籲大家
要進戲院支持。

300台迷熱情迎接
劉德華要粉絲放心

香港文匯報訊已接獲入伍通知
的韓星李鍾碩，去年加盟YG事務
所。他近年每年都在生日或之前
在韓國舉行粉絲見面會，但昨日
他於Instagram留言，表示由於他
跟公司溝通上出現問題，因此其
下月14日生日未能舉辦見面會，

向粉絲道歉。
下月14日是李鍾碩的28歲生

日，但今年他卻未能如往年般搞
見面會跟粉絲慶生。李鍾碩昨日
留言：「知道有很多粉絲在等待
粉絲見面會，我本來也在計劃粉
絲見面會，但YG每個部門的自信
心和自尊心都很強，溝通上也比
較困難，跟公演隊伍於演出內容
上又有許大差異。我需要另外
再找新的演出隊伍，所以需耗費
很長的時間，恐怕要等到明年才
能舉行，很抱歉讓大家等這麼
久，我會盡快通知大家的。」言
語間，似感受到李鍾碩對新東家
YG甚是不滿。

自爆跟YG意見分歧
李鍾碩見面會被迫延期

■今年李
鍾碩未能
如往年般
搞見面會
與粉絲慶
生。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慶全）莊思敏昨日穿運動型
露腰上衣襯短牛仔褲出席活
動，即場獲希臘花式籃球達
人 Petros Giannakopoulosi
教授玩花式籃球。莊思敏指
她於中二時短髮剪得很短，
加上身高已有173厘米，被
教練邀請加入籃球隊，她試
過不眠不休地練波，但比賽
時都發生過一些不愉快經
歷，有隊友被兇狠地撞斷
手，於是回到更衣室去報
仇，她說：「我都很兇的，打波的人都知道，比賽時

脾氣亦會比較暴躁！」
莊思敏學打籃球，坦言是想更加有型，而她是讀女校，沒有男生

追求，不過一樣有女粉絲，常給她遞水和紙巾，而她更收到過情
信，但對方竟將封信交去校務處，結果訓導主任與她一起看完，自
己就被罰了。莊思敏表示讀書時沒接受過女生，不過當時有開過補
習班，但很多到來也只是傾偈，唯有叫她們用心機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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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動作片《殺破
狼．貪狼》將於本月25日在港上
映。《殺破狼．貪狼》沿用《殺破
狼1》《 殺破狼2》班底，貫徹連
場埋身肉搏，挑戰觀眾眼球外，導
演葉偉信今次在故事上也大費心
思，戲中古天樂與女兒陳漢娜相依
為命的父女情、吳樾跟泰籍妻子互
相扶持的夫妻情，令觀眾睇得咬牙
切齒同時，也同時挑戰大家淚腺；
當中一首《 月亮代表我的心》便
牽動吳樾；同時亦感動古天
樂。
曾經是金牌音樂監製，今次監

製電影《殺破狼．貪狼》的黃柏高
（Paco），看過初剪後，第一時間
力邀二人合唱，Paco說：「《 殺
破狼．貪狼》打的部分精彩是肯
定！但今次『情』 的部分也非常
扣人心弦，所以看片後好想古天樂
吳樾可以親身演繹感動人心。」
兩男破天荒合唱情歌《月亮代

表我的心》，歌曲又是電影中一大
亮點 ，電影公司自然重本製作。
製作上先有香港知名音樂人Wal-
ter Wong 及Gary Chan 助陣，再
情商了古天樂過往出唱片的御用監
製陳輝陽參與；Gary說：「 古天
樂及吳樾的合唱，是配合電影劇
情，我們想透過吳樾比較剛強的聲
音和古天樂溫柔的演繹，做出一個
剛柔對比， 編曲上偏向柔情舒
服，並以真正的弦樂彈奏，令歌曲
整體感覺更立體、更突出。」

古仔爽快答應獻唱
不過因工作關係，古、吳合唱

要分隔香港北京兩地進行錄音，第
一次為電影唱歌的吳樾說：「電影
中，我太太因媽媽關係喜歡這歌，
而當我們夫妻遇到困難，都會用這
首歌互相扶持鼓勵，可以說是我們
愛的主題曲，也影響古天樂，所
以唱《 月亮代表我的心》是特別
符合劇情，真的沒想到古天樂唱歌
很好聽，希望有機會能再和他唱，
因為這歌都是分開錄。」
至於古天樂也完全因為對導演

及監製的信任，才再度走進錄音
室：「當Paco提出想我和吳樾唱
時，好快我已經應承，因為只要看
過電影，自然明白歌曲的作用；這
首歌從小就有聽，錄音時自然不太
困難，好快已經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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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仔開金口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戲中有古仔與女兒陳漢娜相依為命的父女
情。

■戲中吳樾跟泰籍妻子的夫妻情催
淚。

■劇中張
振朗和李
佳芯(左)成
為一對。

■■張振朗獲王祖藍讚有張振朗獲王祖藍讚有
扮嘢天分扮嘢天分。。

■GoGo 身手
了得但原來是
殘障人士，張
振朗視為演技
挑戰。

■莊思敏試玩花式籃
球。

■華仔向粉絲打招呼。 中央社■華仔偕馮德倫(右)、楊祐寧(左)品嚐台
灣水果。 中央社

■■張振朗希望盡快找到屬於張振朗希望盡快找到屬於
自己的定位自己的定位。。

香港文匯報訊楊丞琳昨日偕導演
程偉豪、吳念軒、詹宛儒為電影
《紅衣小女孩2》到西門町踩街造
勢。楊丞琳在片中二度扮演媽媽，
不過這次女兒只有她年紀的一半，
加上戲中角色經歷特殊，讓她直言
難揣摩，她說：「因為我當過媽媽
（戲裡面），那時小孩 5歲很合
理，這次不要說觀眾沒辦法想像，
很怕無法勝任考慮了一陣子。」
楊丞琳與詹宛儒在片中演母女，
即使戲已拍完，但詹宛儒到現在還
是會想叫楊丞琳做「媽媽」，丞琳
笑說：「剛開始被叫媽，又被『女
兒男友』吳念軒叫『阿姨』其實心
裡超火，入戲後才轉念，因為人設
關係，確實是應該被叫阿姨。」不

過吳念軒在殺青後就已識相地改口
叫楊「姊姊」。
又問楊丞琳可有就此學到當媽訣

竅？她說：「畢竟還是演戲，自己
沒規劃也不會多想，想當媽的人都
會去規劃，我是順其自然啦，會安
排的只有工作。」問到順其自然的
話會不會突然懷孕？丞琳即斬釘截
鐵說「不可能」。

楊丞琳演人母
更被叫「阿姨」

■■楊丞琳摟着片中的女兒詹宛楊丞琳摟着片中的女兒詹宛
儒儒。。 中央社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