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準人妻陳嘉寳（Anjaylia）將於下
周六跟拍拖4年的初戀男友黃頌祈拉埋天窗，為迎
接這個人生盛事，早前Anjaylia與未婚夫黃頌祈花
了兩日時間，拍攝一輯別具意義的婚紗照片。
Anjaylia與未婚夫的婚紗相，除了在Studio拍攝

外，還走訪長洲大排檔及小學等地方取景，原來每
個拍攝景點，對二人來說都意義重大，Anjaylia
稱：「選擇在Studio拍攝，是因為自己十幾歲開始
做part-time模特兒，放學後經常出入Studio，Stu-
dio對自己有好多回憶同感情。而走訪長洲則是未
婚夫的意思，他是長洲人，屋企幾代都在長洲生
活，選擇到大排檔，是因為他細個時，爺爺經常帶
他到大排檔吃東西，大排檔對他來說有很多回憶，
其中一個回憶，是他細個很頑皮，有次在大排檔撞
到人，被整壺滾水照頭淋，現在他身上還有被滾水
淥傷的痕跡，雖然有慘痛的經歷，但大排檔亦有很
多她與家人開心的畫面。」至於選擇到長洲小學作
景點，是因為黃頌祈在該小學讀書，經常在操場被
老師罰企，Anjaylia笑說：「可以同未婚夫走訪他
成長地方，看看他的足跡，過程十分有趣。」
距離結婚的大日子只剩下個多星期，Anjaylia透

露心情難免緊張，「現在緊張是因為擔心未有足夠
時間籌備婚禮。」Anjaylia續說，雖有一隊很專業
的wedding planner為她籌備婚禮，但賓客排位、
派喜糖等不能假手於手，令她大傷腦筋，「好多朋
友跟我說，我的婚禮跟金馬獎、無綫馬來西亞頒獎
典禮撞了期，有好多賓客臨時未能出席，又或者未
落實出席，所以要再多一點時間才能處理到。」

娛  樂  新  聞A30 ■責任編輯：梅馨文 ■版面設計：崔竣明 20172017年年1111月月1717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無綫最近下「限性感令」，黃翠如
昨日出席活動卻偷雞穿透視裝，

她即笑說：「性感跟我從無關係，大
家收到這信息之後，我回家看自己的
衣服，完全沒有一件不可以穿的，所
以對我來講是影響很少！」翠如覺得
公司限制女藝人性感也是好事，因為
經常焦點都放在性感之上，現就可以
將穿衣變成時尚，像台慶都可以當看
時裝騷。問她好處是否以後不用跟好
身材的女藝人比較？她笑說：「身材
好的女仔一樣可以看到曲線的分
別！」
提到拍床戲，翠如指其實男藝人會

更加緊張，有時手也不知放在哪個位
置才對，而且現在男藝人「露」得比
女藝人更多：「袁偉豪之前成日性
感，希望他們都少行性感一點！」
談到無綫對於將來拍旅遊節目都開

始禁止女藝員穿水着，翠如相信不是完
全不可以，都是各方面配合，包括攝影

角度或女藝人所選泳衣的款式，有一定
的界線，像她自己都很享受看張曦雯穿
泳裝。翠如過往經常拍旅遊節目，都有
試過被要求穿泳衣上陣，不過落水前她
亦要求在外面加小背心，她笑說：「導
演沒反對，因覺得我還是穿背心好一
點，主要不是每個女仔的體態都那麼美
麗，我也想做張曦雯！」翠如過去外出
拍旅遊節目，都試過一班男士只她一個
女生，不過曾於落後國家發生過如廁後
失蹤事，所以每次去廁所都會安排有女
生陪她。

方中信早幫囡囡「上車」
方中信本身有投資股票及買「磚

頭」，因現在利率低會選擇安全系數
高的投資去補本。對於有指明年會大
跌市，他則不太相信，畢竟香港地方
有限，而且買樓限制要近一半的首
期，亦要先做壓力測試，也除非真的
不幸再有SARS類似的情況發生，不

過他覺得香港人回復力很高，有過一
次經驗會知道怎樣處理。
方中信表示女兒已經九歲，將來看

她想到哪個地方讀書，便買一幢房子
給她，在港亦早已為她「上車」，至
於有否留定嫁妝，他笑說：「留我的
車給她，將來會變成古董也值錢，不
過現擺着也覺得浪費想賣掉一些。」
方中信坦言做父母當然想為小朋友做
定儲備，當年自己父親也是這樣做，
讓子女安心，自己也跟着這樣安排。
但他指女兒的功課自己則跟不上，也
貼不緊女兒的思維，平日管教都是太
太莫可欣負責，他笑說：「我無論怎
樣大聲鬧她，她都是睬我都傻，知道
我無料到！」記者取笑他應拿出在銀
幕上的威嚴出來？他苦笑說：「做戲
之嘛，我狠狠地鬧她，一樣睬我都
傻，只有媽咪靠得住，不過寵女兒都
要適可而止，不可以令她變到有公主
病！」

香港文匯報訊 張曦雯（Kelly）
昨日出席活動，但衣裝較以前密
實，她否認是受無綫的「限性感
令」影響，她更透露台慶當日會
穿上隆重的戰衣，而且稍後她到
澳洲拍攝《3日2夜》，會繼續着
三點式，Kelly說：「我向來都不
是賣弄色情及性感，適當時候穿
適當的衣服，水上活動當然會穿
泳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
韓國「男神」李敏鎬與韓國女
星裴秀智前年認愛，今年5月，
李敏鎬入伍，沒想到才過了半
年，昨日爆出他與秀智早已低
調分手，結束2年多的戀情，雙
方的經理人公司亦證實「分
訊」，是繼周元與BoA後，再
有一對明星情侶敵不過當兵期
而分手！
據韓媒報道，有知情人士透露
李敏鎬和秀智最近低調分手，秀
智所屬的JYP娛樂證實：「和本
人確認過後，證實秀智確實已和
李敏鎬分手」，而李敏鎬的經理
人公司也表示：「與本人確認後
得知雙方在近日分手，由於此事
屬個人私生活，所以無法確認分

手理由。」
秀智前日出席《2017 Asia

Artist Awards》頒獎禮時，風騷
地向在場人士派心心，至於李
敏鎬前日也如常到首爾江南區
廳服役，並走近粉絲握手，雙
方心情似乎未受情變影響。

金九拉曾批秀智等不了
2015年3月，李敏鎬被爆與秀
智拍拖，由於兩人在台面上並
未私交、也從未合作，因此消
息曝光後令人震驚，當時有報
道指兩人藉由到巴黎與倫敦拍
照行程抽空約會，李敏鎬還開
車接送女友。兩人戀情曝光半
年後，一度傳出分手，但遭雙
方公司否認。而李敏鎬今年5月

入伍，外界已關心兩人感情是
否能挺過2年兵期，韓國「毒
舌」主持金九拉還曾在節目
《Radio Star》中預言：「秀智
可能等不了」，沒想到一語成
讖。

香港文匯報訊 國際名
導吳宇森執導的《追捕》
前日於馬來西亞舉行首映
禮，吳宇森及韓國女星河
智苑均有出席。二人日前
於台上肆無忌彈地透過現
場翻譯跟對方說出心底
話，例如吳導坦言合作前
從未睇過河智苑的作品，
向對方say sorry；河智苑
則向導演表達愛慕之情並
坦言看着吳導與女兒在片
場的交流心生妒忌，認真
直白。
前日河智苑亮相時不時

擺出「畀心心」手勢，
令場內觀眾尖叫聲不絕於
耳。吳導雖然年紀不輕，
但學習能力相當高，他一
看見河智苑擺這個心心手
勢，立即尾隨擺出同樣姿
勢，可愛無比。到往後與
觀眾會面或合照之時，導
演已自動波懂得擺出「心心」手勢，令河智苑表現驚訝，然後導演
卻用手指着河智苑，並向在場記者表示：「呢個手勢係佢教我㗎！
我啱啱學識！」精靈鬼馬！

擺《英雄本色》拔槍甫士
吳導又被問到在拍攝過程當中是否也沒有跟河智苑說過一兩句韓

語？他也即場示範一句打招呼例牌句。河智苑則被主持要求以中文
跟大家打招呼，幸好全然難不倒她。及後，主持更要求河智苑擺出
一個殺手甫士，河亦聽話擺出，不過在擺出動作期間卻忍不住大
笑。她擺甫士前更是要有一連串拔槍動作做出來，跟足導演《英雄
本色》那種連環甫士示範，令觀眾大拍手掌。
導演同時大讚河智苑拍攝時非常有魅力，而且身手相當好，幾乎

不需替身協助，所有動作也是她自己完成的。被問到河智苑有否在
拍攝時受傷，她竟表示沒有受過傷，因為日本劇組的保護性甚強，
每次拍攝前也做足準備功夫，令她能夠順利完成所有動作。而《追
捕》本周六會在港舉行首映，屆時幾位主角張涵予、河智苑和戚薇
將現身。

佛山功夫電影周
港班底佔「半壁江山」

河智苑教識吳宇森畀心心

將再拍《3日2夜》
張曦雯照穿三點式

捱不過當兵期 李敏鎬 秀智分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佛
山報道）「2017 佛山功夫電影
周」前日在佛山舉行發佈會。佛
山欲借功夫電影周，為當地影視
產業造勢。作為推動電影周主要
核心人物的文雋透露，香港的功
夫電影製作班底，可以為佛山擦
亮功夫電影品牌，提供電影製作
的更好資源配置。
佛山，作為內地唯一的武術之
城，早前就亮出「佛山製造，中
國功夫」的閃亮城市名片。眾所
周知，黃飛鴻、葉問、李小龍等
世界功夫明星，憑借功夫電影迅
速走向全球。據悉，全世界有近
百部電影都是以佛山為題材，講
述這些武術功夫大師的故事。
文雋認為，從上世紀80年代開

始，香港的電影主要圍繞功夫動
作和喜劇兩大類型。以前因為一
些原因，拍攝功夫題材，都只能
在香港造景「佛山」。如今，佛
山立志打造功夫電影這張世界名
片，香港的功夫電影製作班底也
將迎來更為廣闊的發展天地。

文雋落戶佛山拍戲
文雋說，許多和佛山有關的功
夫主題電影，大部分都是來自香
港製作。縱觀過往的電影發展，
香港、佛山其實兩地需要已久。
他透露，近期已經和劉偉強等一
班香港影視從業人員約好，要借
佛山功夫電影周的機會，帶動香

港更多影視製作專業人士前來佛
山考察。
文雋透露，接下來不僅自己會

落戶佛山，拍電影。也會向更多
電影從業人員介紹佛山26條優惠
政策，吸引他們前來落戶拍電
影。隨着未來粵港澳之間的交通
更為便利，政策更加優惠具體，
文雋直言，香港電影製作人也無
需捨近求遠一個勁往北京、橫店
拍電影。
文雋表示，此次電影周電影推

選委員會的成員，一半來自香
港。在劉偉強、錢嘉樂的參與帶
動中，此次推選的年度優秀功夫
影片，把範圍鎖定在2016、2017
年10月之前公映過的武俠、槍戰
等功夫電影近40部，作為評選對
象。文雋透露，首屆佛山功夫動
作電影周，共有15部電影入圍，
屆時將在這15部電影中評選單項
獎項。

無視無綫「限性感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方中信、黃翠如、衛詩雅及王卓

淇昨日出席活動。無綫最近下「限性感令」，但翠如昨日卻沒收

起性感，反而偷雞穿透視裝示人，翠如覺得公司限制女藝人性感也是好事，不過，她笑言現

在男藝人「露」得比女藝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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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導看見河智苑擺這個心心手勢，即
尾隨擺出同樣姿勢。

■■吳宇森夫婦現身，大受影迷歡迎。

■回復單身的秀智向在場人士
派心心。 網上圖片

■■張曦雯為台慶準備戰衣。

■陳嘉寳
偕未婚夫
到長洲影
婚照。

■大婚在即，陳嘉寶坦言心情
緊張。

■李敏鎬今年5月入伍。
資料圖片

記者李慶全

■■衛詩雅亦衛詩雅亦
是出席嘉賓之是出席嘉賓之
一一。。

■方中信的9歲女兒已經「上車」。 網上圖片

■■穿上透視裝的翠穿上透視裝的翠
如如，，竟稱竟稱：「：「性感跟我性感跟我
從無關係從無關係。」。」

■文雋積極推動2017佛山功夫電
影周。 胡若璋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