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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拍檔郭晉安昨日因病缺席，
蔡少芬笑指可能安仔跟王祖藍

知道有她在場，就完全旨意她！她希
望安仔早日康復來過生日，有份演出
的劇集亦收視上升，可帶挈其他演
員。

戚其義「好帶挈」致沙啞
首次正式出席劇集宣傳的Ada，表
示之前飛來飛去工作，所以至今她才
有空為《老表》宣傳。「我會出心出
力，見大家努力，我們都會在群組互
相打氣。」劇中Ada聲線沙啞，問是
否拍攝期間病了？她笑指都是戚其義
的好帶挈：「之前拍《珠光寶氣》經
常嗌破喉嚨，加上感冒未好便開工，
睡眠不足就聲沙。醫生都說沒辦法，
當時氣管有血泡，已做了手術，只要
身體有足夠時間休息，情況就會好好
多。」她又笑言返內地拍戲，全部都
有配音幫到手。
Ada稱很喜歡《老表》的劇本，今

次與一班年輕演員合作，令她也願意
拚搏。劇集不是為搞笑而搞笑，而是
以教育為背景，劇集播出後Ada到教

會或走在街上都聽到正面評價，令她
也有所反思。她又爆正讀小一的六歲
大女楚兒，日前告知校內有男同學向
其表白，說很想攬她及錫她的嘴，
Ada說：「我都是三年級才開始認識
這些，我教個女要雙手打交叉，話不
可以錫，只有爸爸、媽媽同妹妹可以
錫，教她要學懂保護自己。無辦法
啦，惟有怪個女太似自己那般靚，老
公（張晉）就好認真和女兒講，記得
要拒絕Say No，不過我想小朋友這麼
細個，都是當玩而已。」又慨嘆現今
做家長有很多事要擔心，日前她聽到
小朋友吃的啫喱和糖果都帶有毒品，
令她覺得這個世界愈來愈危險，不得
不說「阿媽唔易做」！

泰臣要求多加親熱戲
泰臣表示很開心生日獲兩位女神

「開光」，先是Ada幫他設計活動
Tee，但見對方剪完後面已感到後
悔，弄得他涼浸浸。之後又喜獲Pin-
ky代表全體送上香吻作為生日賀禮，
泰臣說二人在劇中雖演情侶，但親熱
戲有限，最激反而是活動上咀嘴這一

幕。問到可有向監製要求加親熱戲？
泰臣笑說：「要求是有的，但編劇已
很吃力，我說寫到就寫啦！」至於生
日願望，他說希望自己和家人身體健
康，大家都喜歡《老表》。
《老表》是Pinky加入無綫後首部
作品，她自言演喜劇的經驗不多，節
奏仍有待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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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蔡少芬（Ada）、泰臣、張文慈

（Pinky）、林欣彤、蔣志光、韋綺珊等昨日到主題公園出席

TVB台慶劇《老表，畢業喇！》之「老表同樂日」，眾人大玩小

飛象機動遊戲，適逢今天是泰臣生日，大會推出蛋糕為他提早慶

生；原定出席的郭晉安（安仔）則因感冒缺席。Ada表示大女近

來獲同學大膽示愛，但女兒只有六歲，她對此感到擔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
全）鄧麗欣（Stephy）與楊諾
思等昨日出席「國際培幼會
鉛筆捐贈活動」，Stephy表
示透過該組織助養了兩位小
朋友，其中一個女孩是數年
前她到越南探訪時助養的。
Stephy表示當時覺得與這女
孩很有緣分，一見到對方便
想錫她，因知對方痛失雙
親，心靈受過很大創傷，跟
自己的家庭環境有些相似。
Stephy說：「我都是在單親
家庭長大，缺少了一方面的
愛，總感到有所缺失！」
Stephy昨日帶病赴會，她

坦言近期忙拍戲，又要為三
部電影宣傳才捱病了。談及
本月15日生日，她一樣是忙
於工作，要接住出席釜山電
影節及高雄電影節，所以無

暇接受朋友為其慶生。對於
多部電影均能參展，Stephy
表示的確很開心，是豐收的
一年，而當中有一部戲在三
年前拍下，之前就是播種
期，現在是收成期。

暫只想寄情工作
Stephy目前事業得意，愛

情卻失意，她淡然笑說：
「這個世界公平的，我沒去
想太多，開心就可以了！」
問到生日願望會否想快點有
拖拍時，她笑指會給電影行
先，暫時寄情工作。至於之
前網傳她跟方力申復合，小
方並於明年迎娶她，Stephy
也忍不住笑說：「好好笑，
那時我不在香港，有朋友傳
給我看也沒認真看過，心想
是假的也不會有人信。但回

港才知很多人都信以為真，
就連親戚和很熟的朋友都以
為我靜靜雞不講，他們又不
敢開口問我。」大家都想二
人復合？她答謂：「只可能
是報道寫得好真，但全部都
是舊聞，並不算很真，只是
似沒完沒了般！」
提到與小方的名字永遠都

甩不掉時，她說：「不用刻
意甩掉，而且我又控制不
到，只希望大家別要誤會
吧！」

香港文匯報訊 傅嘉莉（Kel-
ly）由模特兒轉戰演藝界後毫不
錫身，危險鏡頭多親身上陣，前
日她與新劇《特技人》拍檔朱晨
麗合體踩鋼線時不慎滑倒，手臂
撞向鋼線再滑落地面，刮出一道
血痕。期後她又忍痛拍舉槍及三
項鐵人戲份，回家後自行塗藥膏
時痛到叫救命。
Kelly本身運動神經不錯，亦勤

於健身，但踩鋼線運動則是首次
參與。「我從未踩過鋼線，所以
就穿了不合格的波鞋，怎知今次
更要二人同時打橫行鋼線，雙手
要握實對方，講求合拍度和信任
度。第一Take我們都未夾得好，
不懂用力，我先傾向對方（指朱
晨麗），對方未懂得承接我的力
度，為怕對手撞向後面的鋼索，
我下意識縮一縮，情急下雙雙滑

落地面。結果她夾傷了腋下，我
就刮傷手臂。」
劇組本已安排威吔導師從旁指

導，還準備好替身隨時上陣，但
意外難料。Kelly上載片段在社交
網站分享感受：「一直知道特技
人這項工作很辛苦和危險，今次
親身體驗到他們拍出來的每個鏡
頭都是有血有汗。」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吳 浩 康
（Deep）會在12月10日假九展舉
行演唱會「吳浩康LISTEN TO
DEEP 2017」，早前網上優先訂
票時門票火速售罄，反應如此
好，昨天Deep終宣佈加開12月9
日一場。前晚在尖沙咀碼頭舉行
「DeepNiteShow」的Deep，表示
有一場演唱會做已很幸福了。
「有一場、有一秒在台上都已很
開心，如今加到場當然好開心
啦！」不過他直言加場都有壓
力，「因我加場跟其他人不同。

人家加在後面，我就加在前面，
相對而言『踩台』時間少了，我
還在想怎樣去準備。」又指可能
會藉騷肌來答謝歌迷支持。

傅嘉莉踩鋼線傷手

吳浩康擬晒肌謝歌迷

連走兩個影展

鄧麗欣無暇慶生

■吳浩康12月個唱加多一場。

■由於泰臣今天牛一，張文慈便代表一眾演員吻賀壽星仔。

■《老表，畢業喇！》昨日到主題公園宣傳。

■鄧麗欣和楊諾思(右)力挺慈
善活動。

■鄧麗欣忙於宣傳電影，連生日都未能好好
慶祝。

■傅嘉莉拍《特技人》時手臂
受傷。

帶三靚女拍旅遊節目
鄭俊英獲讚一百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韓國型
男鄭俊英與黃心穎、雨僑及倪晨曦合作
主持的旅遊節目《都市蜜遊》，昨晚舉
行見面會，吸引過百粉絲撐場。節目中
鄭俊英與三位靚女黃心穎、雨僑及倪晨
曦分別到倫敦、釜山和四國拍攝，他笑
言自己像Playboy般拿着結他唱歌給她
們聽，感覺相當Sweet。心穎也大讚對
方有幽默感，倪晨曦稱首次有男生拿結
他對着自己唱歌，覺得他性格細心又開
心。雨僑則與鄭俊英交換禮物，對方知
她落枕即送枕頭給她，真是一百分的男
生。
對於合作的三位靚女中最喜歡誰，鄭
俊英說：「三個都好朋友！」至於節目
中雨僑穿泳衣演出，但鄭俊英是穿長袖
衫褲，他表示主要是自己有紋身，若該
節目在韓國播出就不能看到身上的紋
身。

心穎不想「馬明」紋身示愛
心穎知道鄭俊英心口有紋身，她坦言
紋身是種藝術，自己都考慮於年華老去
前，在不被人看到的位置紋身。笑問是
否給馬國明欣賞？心穎即尷尬笑說：
「我自己欣賞呀！」會紋馬國明三個

字？她沒好氣說：「精忠報國呀！」又
強調一定不會紋愛的紋身，因這承諾太
大。「馬明」去紋愛的紋身示愛又如
何？心穎連聲叫不好：「我會好驚，身
體是自己父母給予的，別紋有關我的東
西，我亦不建議任何人這樣做！」真的
紋了會否嫁給他？她即面紅冒汗，大叫
好熱：「應該不會，不要嚇我！」心穎
即轉話題表示跟鄭俊英拍攝時真的像拿
正牌在Dating，跟他也很夾得來，但否
認將對方當成馬明。

香港文匯報訊 昨天正值已
故樂壇大姐大梅艷芳的生
忌，她的歌迷便帶備鮮花和
梅姐生前最愛的中式點心、
奶茶、壽司到九龍塘省善真
堂進行拜祭，並誠心上香。
雖然梅姐已離開了我們13年
多，但大家對偶像的心意並
沒減退，仍會默默支持她。

默默支持

■泰臣和張文
慈在《老表》劇
中是一對。

■蔡少芬首次為《老
表》宣傳，她指在現今
社會做母親並不容易。

香 港 文 匯
報訊（記者
梁靜儀）內地
女星劉詩詩、
謝婷婷、周柏
豪及龐景峰等
昨晚到中環出
席品牌活動，
壓軸出場的劉
詩詩以一頭短
髮亮相，不過
她只做了簡短訪問，沒逗留太久便離
場。專程來港出席活動的劉詩詩，逗留
一天便離開，沒太多時間四處逛，有機
會她也希望多點來港。
談到婚後生活時，她說：「蠻好，
（會為老公吳奇隆揀衣服？）這很正
常。」她表示近日正忙看劇本，問她常
演古裝劇，會否想演時裝劇？她稱對演
員而言，時裝劇或宮廷劇都一樣，最重
要是角色能打動自己；也不介意跟老公
同劇演出。
周柏豪昨晚亮相時，被Fans大叫他
在劇集《使徒行者2》中的角色名「樂
少」，他笑指終感受到電視劇的威力，
到哪裡都有人認得自己。對於網民笑指
其鼻孔夠搶戲，柏豪笑稱都好喜歡自己
的鼻孔，這是父母給他的禮物。可有信
心挑戰視帝獎項？柏豪自認是新人：
「自覺表現合格，還有改進的地方。我
好Green，還是新人，達到公司監製要
求就好，獎項好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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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詩詩指演古裝劇
或時裝劇都沒問題。

■(左起)倪晨曦、黃心穎、鄭俊英和雨
僑昨日宣傳新旅遊節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