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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漢洋忙賽車未打算結婚

■ 苟芸慧指聖誕會同
男友兩家人一齊過。
男友兩家人一齊過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苟芸慧（苟姑娘）和男友陸漢洋打得火熱，兩人更屢傳婚
訊，但就未正式落實結婚計劃，不過苟姑娘早前因工作關係已經着過婚紗，正好為自己的人生
大事「取經」，從中了解一下自己最適合的婚紗款式，為將來婚禮作好準備。

苟姑娘、黃芷晴、劉萬儀等昨日
出席韓國護膚品牌活動，金色

打扮的苟姑娘自爆早前為雜誌影婚
紗相，但就沒有男友陸漢洋份兒，
她笑言：「都想試多幾款婚紗相，
可以更了解自己適合的款式，不過
暫時沒有結婚計劃，有好消息會同
大家講，今日為止男友都未求婚，
現在男友正忙着賽車比賽，忙完先

再去想，（男友繼續有賽車比賽，
豈非不用結婚？）你們幫我問他點
解，他在賽車上好有熱誠，我自己
都想做好工作先。」

聖誕節預告互相見家長
之前苟姑娘被指孕味濃，她笑
說：「結婚傳聞太耐，已沒有話
題，我也明白這是工作一部分，希
望我努力工作得到成就去取代結婚
的新聞。」打後苟姑娘都是忙賽車
活動，明年一月可能會出席時裝
周，問到聖誕如何度過，她表示：
「我屋企人會來港，到時同男友兩
家人一起聚會。之前已見過雙方家
人，我父母很欣賞他，家長方面已
過關，（他們會催婚？）不會，得
你們（指記者）催我，（父母想快
些抱孫？）我已經有個姪仔，這方
面不會有壓力。」

黃芷晴與男友遊日AA制
■劉萬儀表示有聯絡好友卓林。

黃芷晴和男友剛於大阪旅行返港，
芷晴更為初次踏足大阪的男友充當導

福山雅治 張涵予 大阪運河上飆車
香港文匯報訊 吳宇森導演新作
《追捕》全片在日本取景，其中
一場在大阪江之島站的河上拍攝
「型」警福山雅治與逃犯張涵予
水上電單車亡命追逐戰。鏡頭前
英姿颯颯，鏡頭後福山笑說：
「水上電單車控制很困難，的確
考起我了！」據悉現場還找來日
本國家級游泳女國手擔任救生
員，直接待在河中 standby，可想
而知現場危險程度。
雖然張涵予之前拍攝電影《湄
公河行動》時就學會水上電單
車，但日本水上活動要求非常嚴
格，規定一定要考上執照才能真

正在河川駕駛，結果他因為考卷
語言問題而無法通過，只能坐在
熄火的水上電單車上被拖吊。相
反，福山就順利考到牌照，所以
他可以親身上陣，不用埋位時他
在河上飛馳。
這一場重頭戲是張涵予從河道
水上飆騎水上電單車再轉換成道
路逃亡，從橋墩爬上橋上，此時
正巧遇上大阪著名地車祭，於是
他趁機混入地車祭活動與人群，
增添福山追捕的難度，故事更緊
張刺激。福山雅治被水上電單車
考起，最考起張涵予卻是背多種
語言的對白，他說︰「這是我第
一次在同一部電影內
有中文、英語和日語
對白，對我來說是一
項挑戰。而且與多國
演員一起合作，溝通
上最花時間，幸得在
導演統籌下，都能順
利完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思穎）吳業坤及
黃智雯等前晚在將軍澳
電 視 城 為 《 我 愛
EYT》綵排，坤哥更穿
上自家設計的衛衣和綠
帽到場，衛衣上寫有
「食好西」的英文字
句，坤哥表示：「經常
問人借衫有一定困難， ■吳業坤
有朋友開時裝店，我們
便一起構思設計新元素，如果大家喜歡，會考
慮在網上發售，（想轉型做設計師？）不是，
只是想作多方面嘗試，最好是做出來的物品自
己都用得着，希望嘗試不同發展。」坤哥在
《我愛 EYT》會與曾志偉做趣劇，還要打志
偉，他笑言：「不知到時敢不敢打落去， 其實
之前上到《獎門人》已經好開心，心想可以上
埋《EYT》就最好不過，最終都能圓夢。」
黃智雯首次參與《EYT》，會為「師傅教
落」環節自度招式：「我入行時《EYT》已經
停播，今晚好開心有阿姐和志偉這些經典人
物，小時候最深刻是《幸運星》環節，今晚都
有這個環節，最豐富獎品是一部車，我都有問
是模型車、還是真車，自己都有抽獎運，曾經
試過抽到手提電話，希望今次抽中便多架車
揸。」

顏卓靈成新人獎大熱

坤哥上《EYT》圓夢

印花

寰亞電影現送
出《追捕》戲票
20 張 予 《 文 匯 報 》 讀
者，有興趣的朋友請剪下文匯
報印花，連同貼上$1.7郵票兼
註明「娛樂版《追捕》戲票」
的回郵信封，寄往香港仔田灣
海旁道 7 號興偉中心 3 樓─
《文匯報》，數量有限，先到
先得，送完即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第 40 屆十大中文金曲」昨日公
佈「最有前途新人獎」及「全年
最佳進步獎」候選歌手名單，入
圍新人包括顏卓靈，伍富橋、余
香凝、劉敬雯、王嘉儀、徐加
晴、秦卿敏、陳蕾、林若盈和陳
蔚琦，其中互選陳蕾成為「新人
王」；而「全年最佳進步獎」入
圍名單包括鍾舒漫（Sherman）、
小肥、林欣彤、胡琳、Hana 菊梓
喬、AGA 和 ToNick，鍾舒漫入圍
「全年最佳進步獎」，她表示今
年自己的曲風及造型建立出個人
特色，應能令歌迷眼前一亮，不
過對獎項也抱平常心。提到容祖
兒今年將缺席各大音樂頒獎禮，
Sherman 覺得看不到祖兒在舞台表
演，自己與觀眾也會有點悶。但
祖兒不玩會否增加其他歌手得獎
機會？她說：「不好說她不玩，
機會是看大家的，也會盡量做好
自己的部分，也會去參與！」
顏卓靈與五年前電影《狂舞
派》拍檔劉敬雯齊入圍港台新
人，台上二人感觸差點落淚，顏
卓靈表示因為各自成長一直等合
體，現又有緣份一起角逐新人
獎。被指成為新人大熱？她笑
說：「今日我不熱呀，其實自己

遊，全程主力逛街品嚐美食，芷晴自
爆說：「男友在身邊，我不敢瘋狂購
物嚇怕他，驚他會行得太累，也想慳
錢，（買東西可以由男友付賬？）不
是，會自己畀錢，就算拍拖食飯都是
互相請客，不會每餐都AA制。」 兩
人更在當地搵攝影師拍了一輯和服
相，暫時沒去想結婚問題，還是先想
有什麼東西好買。
劉萬儀被問到有否與好友卓林見
面，她謂：「我們有聯絡，今個月
會同她慶祝生日，（勸卓林回
家？）她有自己思想，我會建議她
追求教育返大學，但不會強迫她做
任何事，（見過卓林的女朋友 Andi？）見過幾次，普通人一個。（有
傳卓林要賺錢養她？）我唔知咁
多，自己跟對方來往不覺有什麼特
別，也是吃小食店，（卓林有否改
變？）沒有。（會否幫她和媽咪吳
綺莉緩和關係？）她們應會自然去
改善感情，但需要時間。（卓林會
否跟你分享不快事？）不是經常
會，但我永遠支持她。」

張晉余文樂廣州謝票
香港文匯報訊 電影《狂獸》團隊大
隊包括監製黃柏高、導演李子俊、男主
角張晉和余文樂昨日齊集廣州宣傳，本
身懂潛水的樂仔，在分享到水底拍攝面
對的困難，即席七情上面再演一次，以
說出自己當時的恐懼。
片尾水底一幕，導演要求樂仔要整個
人往下沉，像死掉一樣。樂仔全程需要
閉氣，但由於水太深，什麼都看不見，
樂仔形容心情像一個黑洞，恐懼感極
強，雙耳只聽到水聲，樂仔說：「我仲
要吐晒所有氣，唔俾自己呼吸，但水不
停就從鼻入，仲唔止拍一次，我不停心
諗得未呀！我死咗喇。」
對於電影力撼荷里活兩部電影《東方
快車》及《雷神奇俠 3》，《狂獸》上
映 5 日，內地收近 7,000 萬港元票房，第
一次擔正做男主角的張晉說：「我一直
認為作為演員，最重要係盡心盡力做好

■王嘉爾

到今年做樂壇新人。
好難去答！」她又指尚未準備靚
衫出席頒獎禮，但肯定不會性
感，因自己是走清純路線，余香
凝在旁也笑說：「音樂人應樸素
一點，穿白色夠清純！」她又指
之前經理人結婚，男友陳家樂拿
了她作曲的新歌《簡單情歌》做
祝賀片段歌曲，故也希望男友幫
手拉票，但會否親來現場打氣則
看到時有否工作在身。顏卓靈亦
表示男友白只雖是樂隊成員，但
他已不是新人，且向來低調，應
不會去為她打氣了。

■ 監製黃柏高、導演李子俊、男主角
張晉和余文樂齊集廣州宣傳新戲。
角色，導演和觀眾認同自己就足夠，其
他都不多想。」而同是電影男主角的樂
仔，覺得導演這個大膽新嘗試，這樣新
穎題材的作品，在內地獲得好口碑，觀
眾支持，自己已經好滿足。」
至於樂仔跑戲院時，有粉絲舉手投訴
戲中造型「很顛覆」，「不帥」，樂仔
隨即表示不認同：「我就係鍾意同平日
唔一樣的角色造型，唯一唔滿意係化妝
時間太長！」

王嘉爾飛倫敦參與 EMA 盛事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人
氣男團 GOT7 香港成員王
嘉爾（Jackson），今年中

■ 顏卓靈和余香凝兩位由電影跳

■黃子晴剛同男
友旅遊回港。
友旅遊回港。

成立工作室並在內地以個
人歌手身份出道。前日
Jackson 單 飛 現 身 倫 敦 ，
出席於溫布利 SSE Arena
舉 行 的 《2017 年 MTV
EMA 音樂頒獎典禮》，
他以「MTV EMA 大中華
區官方大使」身份參與活
動，踏上紅地毯，並與英
國 型 男 唱 作 人 Liam
Payne、 英國女歌手 Rita
Ora等一齊玩live！
原 來 這 是 Jackson 第 一
次到倫敦，所以心情特別
興奮，他以廣東話說：

「第一次到倫敦好開心，
我做藝人之前係劍擊運動
員，當時為倫敦奧運訓
練、作準備，但結果以歌
手身份到倫敦。今次出席
活動和行紅地毯，遇到好
多世界級歌手和運動員，
睇到他們演出，學到好多
舞台演出、台風、態度，
係美好的回憶。接下來我
會繼續跟團隊，以及個人
身份，努力做好音樂，多
謝大家支持！」離開英國
時不少 Fans 到機場送機，
引起一陣哄動。

陳瀅單身過聖誕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陳瀅昨
日聯同俄仔 Ansheles 出席品牌活動，她
表示每年放大假都是冬天，今年想放
兩個月大假回溫哥華陪家人過聖誕
節，但因工作應該只放到兩星期。她
透露兩年前到日本滑雪而愛上滑雪，
每年聖誕節可以同家人和朋友過及聚
會抽聖誕禮物都好浪漫。
問到今年單身過聖誕節？陳瀅說：
「係呀，單身。（幾時拍拖？）好多
人催我，問我點解單身。」提到兩年
前去日本滑雪，是否與舊愛何猷亨？
她默認說：「咁好記性。（佢教你滑

■陳瀅
雪？）唔係，有請教練。（會唔會復
合？）暫時唔會。（有機會復合？）
呢刻唔會。（佢約你食飯？）平時間
唔中都會食飯。（佢追你？）唔係，
大家係朋友。」提到猷亨弟弟猷君傳
出與模特兒拍拖？她表示沒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