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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
植）駱胤鳴同張彥博昨日去
到新城為合作新歌 《有種
愛情》做宣傳，駱胤鳴表示
歌名有兩個意思，其中一個
就係好有勇氣去追求愛情，
佢話自己都係一個好勇於追
求愛情的人：「不過我每次
做主動追男仔，都沒有好結
果，好彩現在呢個係佢追
我。」
張彥博就表示大家
第一次合作，成首歌
都係駱胤鳴寫俾佢

男朋友，自己要好努力咁
代入角色，睇到歌詞都畀
他們閃親。笑問駱胤鳴為
何不找男朋友合唱？駱胤
鳴話：「唔好，佢怕醜
呀，不過彥博同我男朋友
一樣，都係屬於好Charm-
ing的暖男。」
兩人今次的新歌MV已經

拍完，仲有床戲，駱胤鳴表
示大家着住睡衣，瞓喺張床
上面擺Pose，可能因為太攰
太多嘢做，我們兩個都分別
影吓相的時候瞓着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莊思敏(Jacque-
line)以天文數字投資網上自家美容品牌，昨天
拍攝宣傳照。Jacqueline透露這次投資的護膚
品跟法國品牌合作，預計11月網上有售。而
以Jacqueline為品牌命名，因為名字聽起來比
較女性化，而且出自她的英文名字，分外有親
切感。為了經營這門生意，她要更加努力賺
錢；因為投資不菲，很多人都以為她是小富
婆，她為自己平反地說：「其實跟大家想法相
反，我是要密密接job才有資金作投資；因為
與妹妹早已經濟獨立，並非攤大手板向爸爸討
生活費的人，所以希望今次品牌的投資會有回
報。也可以乘機向爸爸證明自己有生意頭
腦。」
提到妹妹莊思明早前遇上車

禍，Jacqueline表示妹妹吉人
天相冇大礙，且叮囑她小心
駕駛。剛好她將會被委任交
通安全大使，所以她特
別緊張交通安全這
問題。問到阿妹
的 房 車 total
loss，會否送
她一部車代
步？她再次
強調說：「我
們幾姊妹是自力更
生的，大前提是為未
來幸福向前看，大家
努力賺錢。」不過她
笑謂妹妹可以多一
個藉口，以後要男
友楊明專責做柴可
夫了。

中新社電 首部由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合拍影片《音樂家》中
國開鏡儀式在陝西延安舉行。中哈兩國電影出品方及政府、電
影界、新聞界人士三百餘人共同出席。
《音樂家》是中哈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首部合拍的故事影
片，取材於蘇聯衛國戰爭期間，中國著名音樂家冼星海輾轉來
到阿拉木圖，在困難之際得到拜卡達莫夫一家的幫助並共同進
行音樂創作的真實歷史。該片中冼星海和拜卡達莫夫分別由中
哈兩國演員胡軍和別里克飾演。
哈薩克斯坦國家電影集團代表莉迪亞表示，籌拍此片的過程
令人激動，中哈電影人通過合作互學互助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希望中哈電影的合作可以持續下去，為加深兩國人民的相互理
解和友誼作出貢獻。「這樣一個優秀的故事，中哈兩國的出品
方將其搬上了大銀幕，《音樂家》是中哈兩國人民共同創作的
高分之作，冼星海的音樂鼓舞着一代代中華兒女。」中國電影
集團公司董事長焦宏奮表示。
《音樂家》總策劃和出品人、中國閃亮影業董事長沈健表

示，中國人民音樂家冼星海在哈薩克斯坦的經歷是一個非常精
彩的故事。就傳播中國聲音及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民
心相通而言，《音樂家》將扮演重要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Hi Fi天后陳潔麗(Lily)
今年入行十五年，這個月21日便在港舉行演唱會，
Lily更為此灌錄了主題新歌。演唱會日漸迫近，雖然
經驗豐富，但Lily 笑說其實不管之
前做過幾多場演唱會，每次出台
前難免都會有少少緊張，但準
確來講，更多的應該係期待同
興奮！
幸好綵排進度至今仍算順

利，負責唔同部分的好朋友都
密鑼緊鼓地準備中！至於會否請
來特別嘉賓出現，Lily說目前整
個演唱會都無設計嘉賓環節，
不過也賣個關子說未到show
day，都唔可以百分百確
定。一直以來欣賞同希望
有機會合作的音樂人或歌
手都有唔少，未來看看緣分
吧。而今次無論從歌單或者
音樂編排上都會有不少對她
而言是新的嘗試，為的就
係想帶給大家新的感覺之
餘亦可以加深對她的了
解。歌服方面，今次
Lily香港場係全新的服
裝同造型，當中更會有
她首嘗相比以往稍為大
膽一些的設計衫，笑說
要扮靚靚見大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
林嘉欣與張天愛昨日出席品牌展
覽活動，其中嘉欣更為品牌設計
限量版芭蕾舞鞋，她表示今次是
具雙重意義，一來自己女兒有學
芭蕾舞，此外自己亦很喜歡這個
品牌，向來甚少儲東西的她也儲
了40多對鞋履。問有否設計一對
芭蕾舞鞋給兩個女兒？嘉欣指沒
有出童裝，會看是否有好反應，
亞洲也流行母女裝，會有其市
場，她也很高興自己的設計能在
內地、香港、日本和法國開售。
當問到會否特別留意女兒腳部的
護理？嘉欣笑說：「也沒有的，
即使去遊樂場和沙灘，會給她們
赤腳，因這樣對於脊椎及感官發
展是最好的！」她表示對女兒很
開放自由不會過度保護，要給她
有些危機意識，要訓練她們面對

危機的本能。
嘉欣有給女兒學跳芭蕾舞，但都

是想她們開心地跳，不去考試也沒
所謂，不會太着緊成績表。談及女
兒有否藝術天分？嘉欣認為一般的
小朋友都有表演慾或創作天分，不
過也會從旁鼓勵。會否想跟女兒一
起拍戲？嘉欣坦言暫時沒這想法，
畢竟兩個女兒還未懂她的工作狀
況，只知她有時很空閒，有時又經
常外出，加上在家不開電視，所以
從來未見過她在熒幕上出現，因此
也不刻意培育演藝上的發展，會讓
小朋友喜歡玩扮演什麼就什麼，去
自由發揮。
張天愛已成為外婆，她希望孫

女快點可以學跳舞，更希望女兒
再生小朋友，不過她仍會專注辦
好學校培育下一代，私人生活會
放在次位。

張智霖透露在片中扮演變態殺
手，戲中更大膽挑戰從未演

過的割脈鋸屍拋屍等血腥情節，
因此想像空間很大，更令他有所
體會：「拍攝前我會諗好多生前
死後的事，發覺如果到了生命最
後一刻，我最想念係每個家庭成
員，拍完後我更珍惜現實世界的
生活。」不過現實中的Chilam倒
是個性格樂觀的人，從沒有起過輕生的念頭，Chi-
lam說：「每天都諗住玩，邊會有時間諗多餘的事
情。」

肢解林家棟很刺激
對於要拍肢解林家棟的戲份，Chilam大呼難忘、
刺激又過足戲癮：「平時劏雞都唔會，今次就要將
林家棟條屍肢解，個感覺好特別！(事前有練習
過？) 點練？邊度去搵塊肉來劏？邱禮濤拍過《人
肉叉燒包》，拍肢解，佢最耍家，都係運用鏡頭，

手起刀落，肉騰騰，想像空間好
大，有幾恐怖就幾恐怖！」拍完

肢解戲後，Chilam
笑指發覺自己原來

可以挑戰更大尺度的角色。
第四度跟邱導演合作的阿Sa，

大讚導演很厲害，每種風格都能
駕馭。她又自爆雖然作為演員，但
就不敢看恐怖片，導演的《陰陽
路》系列就不敢看了，她說：「導演
搵我拍的時候，我話唔敢睇恐怖片，
拍係沒問題，但首映禮我未必會來。」
阿Sa坦言拍攝的時候因劇組很多人在，
所以不怕，只是有一場要跟羅蘭姐做對手
戲，真的令她有點怕。羅蘭姐是天主教徒，但
她演龍婆已經入型入格，一上場就揮劍撒米，動作
熟練，彷如變了另一個人，令到你即場會覺得有東
西在她旁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邱禮濤執導的港產懸疑驚悚電影《常在你左

右》，找來蔡卓妍(Sa ) 與張智霖(Chilam)演出，今次是他與阿Sa繼勵志片《這個

阿爸真爆炸》，三級電影《雛妓》，愛情喜劇《原諒他77次》後再次合作，阿Sa

笑言多謝導演看得起她，但她最怕看恐怖片，拍是沒問題的，但首映禮她未必會

出席。Chilam聞言馬上大笑：「呢個理由好好，今次學到嘢。」

阿Sa自爆不敢看恐怖片

智霖演變態殺手演變態殺手

更珍惜生命更珍惜生命
領悟領悟

場地提供：香港九龍貝爾特酒店

張智霖
Hair：Vic Kwan @ii Alchemy
Makeup：Hetty Kwong
Wardrobe：Kent & Curwen

蔡卓妍
Hair：Sing Tam (Pi4.hk)
Makeup：Natalie Soo.ki @NDnCo
Styling：Fame Glory

香港文匯報訊 恭喜！恭
喜！吳若希（Jinny）於昨日
10月10日同男友Alex正式簽
字結婚，Jinny之後於 ig晒
相，留言話：「10月10日，
好日，簽個字，請叫我何師
奶～今日我倆一切從簡在唱
片公司，在律師同老闆Her-
man及一些好友見証（證）
下，與Alex正式結婚～希望
大家可以祝福我倆，像結婚
誓詞一樣愛護及包容大家，
令這段婚姻得到真正的美
滿。」恭喜晒！
Jinny接受訪問笑言沒有咩

感動，雙方在歡樂之中簽
字，沒有蝦碌嘢，係嫌張嘢
寫得唔夠詳細，沒講啲錢邊
個管。今次Jinny選擇咗喺唱

片公司度簽，係因為人生大事都喺呢度做！
她們還找了老闆何哲圖做見證人，何哲圖表
示有嫁女的感覺。
問到點解揀10月10日，Jinny話：「冇特
別meaning，搵人擇咗日，同埋覺得10月10
日好十全十美！」再問佢Alex有冇求婚？
Jinny話：「冇，冇都冇所謂，但有就更加好
囉！(點解唔帶埋個女來？)有諗過，但今次留
在香港時間長，但唔想囡囡辛苦，所以沒帶
到來。」講到會唔會擺酒，Jinny就話怕麻煩
所以唔會大搞，佢話：「屋企人都好開通，
會於外地行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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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思敏
為自家品牌做生招牌

林嘉欣訓練女兒的危機意識

張彥博
代入角色扮駱胤鳴男友

陳潔麗
不介意演唱會歌衫大膽

首部中哈合拍影片
《音樂家》延安開鏡

■■影片主演胡軍影片主演胡軍、、袁泉及主創團隊等亮相袁泉及主創團隊等亮相。。 中新社中新社

■駱胤鳴同張彥博去電台為合作新
歌《有種愛情》做宣傳。

■■莊思敏莊思敏

■■吳若希終於同吳若希終於同AlexAlex正正
式簽字結婚式簽字結婚。。

■林嘉欣表示對女兒很開放自由不會過度保護，訓練
她們面對危機的本能。

■■陳潔麗陳潔麗

■飾演護士的阿Sa痛失在車禍中喪生的
未婚夫，但愛的信念讓她堅持經營度假
屋，未料頻生怪事，令她驚惶失措。■■蔡卓妍自爆雖然蔡卓妍自爆雖然

是演員是演員，，但就不敢但就不敢
看恐怖片看恐怖片。。

■■蔡卓妍與張蔡卓妍與張
智 霖 再 次 合智 霖 再 次 合
作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