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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
穎）古天樂（古仔）早前因
拍戲以致右眼受傷縫針要戴
上墨鏡保護眼晴，昨日他出
席網上理財活動時，眼傷逐
漸康復，已不用戴上太陽眼
鏡，但仍有少許紅絲。
活動上，古仔獲大會送上

免費芬蘭雙人來回機票，當
聽到大會司儀想和他一起
去，古仔便風騷笑說：「一
陣將妳的電話給我。」惹來
全場笑聲。
古仔之前拍戲弄傷右眼眼

球縫上8針，他透露已拆線，
進展不錯，但仍不能曬太
陽，紫外光會影響色素變異，所以之前在新西蘭拍戲時，因當
地紫外光很強，都要特別小心。
聖誕將至，古仔相當懷念和父母一起看聖誕燈飾，他又說從

沒去過芬蘭，「一直有願望是到聖誕老人村，自從眼球受傷後
都想放假，所以十二月會放假休息，希望可以同父母去芬蘭看
北極光，但聽不少朋友說看北極光都要睇運氣，但今年出現次
數好高，是一個好好時間，加上當地風景優美，也很適合讓老
人家欣賞。」

獲贈雙人來回機票

古仔話帶父母遊芬蘭

李思欣晒健康性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
舞台劇《小城風光》前晚在北角
新光戲院公演特別場，由香港浸
會大學尚志會包場籌款， 鄭丹
瑞、陳復生、麥振江擔任司儀，
多位校友嘉賓在台上分享點滴，
包括有葉家寶、陳復生、鄭丹
瑞、羅冠蘭、李居明、以及劇中
飾演「喬治」角色的四代演員毛
俊輝、張之珏、林尚武及譚偉權
齊集。首代演「喬治」的毛俊輝
表示當年最愛上鍾景輝（King
Sir）的演藝課堂，隨後被點名演
出開始踏上演藝之路，影響一
生！最後大家向戲劇大師鍾景輝
致敬。
King Sir獲李居明封為「香港戲

劇文化之父」，King Sir謙稱不敢
當，最開心是四代「喬治」濟濟
一堂，問到對四代「喬治」哪一
位最深刻？King Sir謂：「每一代
都叻，各有各好，第四代的譚偉
權就青出於藍。」當晚King Sir的
精神不錯，他透露狀況不錯，仍
需繼續覆診。

而今日是《小城風光》最後一
場，導演張之珏表示經過今次對
在新光演舞台劇的信心大增，來
新光睇演出的觀眾一樣很有品，
不會謝幕時已走光，他滿意今次
回歸香港導戲的成績，稍後返新
西蘭休息，但明年會回來再搞舞
台劇，他答應李居明只要他開口
叫到，一定回來幫手。

林尚武患鼻咽癌拒演戲
久沒露面的林尚武剛於上月28

日度過67歲生日，身形消瘦不少
的他戴上助聽器，雖然口齒不
清，但精神不錯， 問到現時身體
狀況，他透露：「OK，1994年發
現患上鼻咽癌，已超過 20年，
（已經康復？）癌症無得好，只
可以長期覆診控制住，這個病操
勞不是問題，最緊要是心態，如
果醫生話你只得兩個月命，你信
的話，可能兩日就冇啦，因為心
情好影響人的新陳代謝。」林尚
武坦言仍有戲癮，不過條件有
限，會拒絕演戲，加上口齒不伶

俐，連教書都有限制，只好做文
稿創作，編劇、作曲、作詞、監
製等工作，今次都講明如果上台
也不會開聲。
前亞視高層葉家寶被問到亞視

被指明年以網絡電視復活，家寶
強調已離開亞視一段長時間，也
是聽聞亞視做重組工作，進展情
況便不清楚。家寶現時專心為創
世電視工作，他透露年底聖誕節
會聯同王祖藍、李亞男、蔣志光
及一班劇集《 老表，畢業喇！》
演員到觀塘落區舉行聖誕歌音樂
會，聯絡中的還有郭晉安和蔡少
芬。

張智霖於劇中再演警察角色，他
笑言除了「一哥」未演過，任

何職級的警察都演過，是充滿正能
量，應可頒個紫荊星章給他作表揚。
不過劇中連場動作，Chilam指開工不
久他已受傷，他苦笑說：「都是自己
熱身不夠，又扭傷腰真的無撻好肉，
加上早兩日在家又給隻狗咬了一下大
腿，不過牠打了瘋狗針，我都沒大
礙！」Chilam又表示前日是兒子「魔
童」的生日，他陪了兒子去室內場玩
滑板，他自恃兒時有過玩滑板經驗，
沒像兒子佩戴好護墊，結果撻到「攤
攤腰」。
Chilam表示好羨慕梁漢文劇中公子

哥兒的角色，女伴如走馬燈般，自己
拍動作戲，他就演愛情動作戲，梁漢
文笑說：「我真的樂在其中，當中與
陳謹如會有些親熱戲，導演還說會加
多點感情戲！」笑問這麼好艷福會否
怕給老婆扭耳仔？他表示也不怕，都

是拍戲而已，而雖然今次他是演奸
角，但能夠跟秦沛、劉兆銘等前輩合
作，也很有得着。另Chilam劇中與
薛凱琪及王陽明發展三角戀，他笑
說：「王陽明那麼高，我都好難打低
他！」

拍一次劇頂幾部戲片酬
薛凱琪與王陽明合演未婚夫妻，問

二人有否親熱戲？王陽明指跟Fiona
是有一些感情線，但對方是他的警察
上司，故關係有點複雜和矛盾，Fio-
na笑說：「我們的感情複雜戲比肉體
親熱戲好看，我們最多都是握手
鏡頭！」她又指今次36集劇分廣東話
版及普通話版，拍攝時她特別講一次
普通話對白給王陽明先了解，但對方
好聰明很容易投入到。Fiona表示劇
中她與梁靖琪都有不少動作追逐，之
前她就試過打到左手手腕關節也突了
出來，現要看骨醫治理，王陽明也表

示自己拍完多場打戲都腰酸背痛。該
劇稍後要到馬來西亞及布達佩斯拍攝
外景，Fiona表示到明年才拍完其戲
份，因此她也推掉不少工作，她笑
說：「不過今次酬勞都好好，可以頂
得住幾部戲的片酬！」王陽明也認同
自己收到優厚的片酬。
談到鍾欣潼（阿嬌）台灣男友賴弘

國有「醫生界王陽明」之稱，王陽明
即笑說：「只有一個我！」他笑言初
拍劇時看到張智霖將此新聞發過微
博，而曾在台灣已見過阿嬌男友一
次，但彼此是完全不熟悉，問會否覺
得樣子相像，誰比較帥？王陽明笑
說：「不像，當然是我帥！不過，他
在我面前就不用講出口！」

收厚酬夥張智霖收厚酬夥張智霖 薛凱琪拍劇薛凱琪拍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慶全）寰亞電視與Youku

合作的電視劇《蝕日風

暴》昨日於邵氏影城舉行

發 佈 會 ， 演 員 張 智 霖

（Chilam） 、 薛 凱 琪

（Fiona）、王陽明、梁

靖琪、梁漢文、秦沛、邵

仲衡、林嘉華、陳瑾如、

李思函及許紹雄等出席。

Fiona劇中與Chilam及王

陽明發展三角戀，她更大

爆今次酬勞都好好，可以

頂得住幾部戲的片酬，台

灣當紅小生王陽明也認同

自己收到厚酬。

四代「喬治」各有各好

鍾景輝讚譚偉權青出於藍

香港文匯報訊 電影
《風再起時》日前舉行
開鏡儀式，導演翁子光
偕演員郭富城、梁朝
偉、譚耀文、周文健
「四大探長」齊集出
席，杜鵑、柯宇綸等現
身。同時，亦公佈了其
他演員陣容，包括許冠
文、春夏、張兆輝、曾
一萱、張繼聰、白只、
林耀聲、吳卓羲、謝君
豪、張可頤、金燕玲等。
《風再起時》邀請到郭富城和梁
朝偉兩位影帝聯手打造， 也促成了
兩人的首度合作。而翁子光導演表
示：「我希望這部電影有大格局大
視野和氣勢恢宏。而且是強調年代
的更替，是自然動態的比擬，是帶
有詩意的。」《風再起時》它不僅
僅是在述說一個事件，而是在講述
曾經叱吒警壇的四大探長，在香港

當時物慾橫流的社會環境中，縱橫
黑白兩道，幾經沉浮卻最終因香港
反貪新篇章的開啟，而歸隱的歷史
傳奇；是香港殖民地貪污時代的沒
落，是對舊時代落幕後的反思。
這次也是幾位主創首次曝光影片

中的復古時尚造型，郭富城一副探
長造型氣勢十足，梁朝偉則身穿白
色禮服魅力依舊，杜鵑一套碎花晚
禮服高貴迷人。

梁朝偉 郭富城兩影帝首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郭富城聯同王千
源主演懸疑動作電影《破．
局》，戲中城城及王千源激烈的
打鬥及追逐場面給人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城城表示今次與韓國動
作團隊合作，他們要求呈現打鬥
的真實感，所以自己和王千源片
中的動作戲都採用「拳拳到肉」
的真打方法。為了使打鬥畫面更
有張力，城城更主動要求王千源
將沖馬桶的噴頭塞到自己嘴裡，
敬業精神令人歎服。
城城談到今次打鬥時表示：
「現場都是真打，千源很強壯，
力量也很大，可是他沒有拍攝動
作戲的經驗，所以不懂如何『就
力』，打我時我及他都會感到很
疼，正因為如此，觀眾看到也會
感到很疼，但遇到千源這樣非常
棒的對手，我感到很興奮。」王
千源則表示：「這是我第一次拍
攝實打的動作電影，打天王這件

事真的讓我害怕，怕打傷他，但
他就是不斷有主意叫我虐打他。
他有很多場面親自上陣，結果摔
傷了，差點耽誤了接下來的演唱
會。」城城在電影飾演一名膽小
怕事的「不良警察」，是次角色
帶點滑稽又誇張，可說是城城一
次對喜劇的嘗試，原來這些電影
中的幽默橋段，都是城城及王千
源即興發揮，其中一段城城狂吻
王千源手掌，以及王千源向城城
搜身中「摸屁股」戲份就是他們
即興發揮。

城城被沖馬桶噴頭塞口

■「四大探長」郭富城、梁朝偉、譚耀文、周文
健，以及杜鵑、導演翁子光出席。

■城城演出不遺餘力。

■Chilam與邵仲衡自拍留念。

■ Fiona
劇 中 與
Chilam 及
王陽明發
展 三 角
戀。

■古天樂下月放假休息。
■四代「喬治」毛俊輝、張之
珏、林尚武及譚偉權齊集。

■《小城風光》今日演出最後一場。

■《小城風光》演員謝幕。

■■ 有有 「「 台 灣 第 一台 灣 第 一
帥帥」」之稱的王陽明對之稱的王陽明對
自己外表夠晒自信自己外表夠晒自信。。

■電視劇《蝕
日風暴》昨日
於邵氏影城舉
行發佈會。

香港文匯報訊 李思欣為
醫學美容中心擔任代言
人，早前拍攝新一輯比基
尼廣告照。思欣透露今次
主題是充滿陽光活力加色
彩，所以也是健康性感。
思欣又直言叫老公不用探
班，她笑說：「怕他到場
會說性感少布，因為他喺
呢方面比較保守，婚後出
外旅遊，我所穿的也是
tube 款或一件頭，廣告就
可以豁免一下。」

■李思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