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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龔嘉欣
龔嘉欣(( 右) 入行以
來第一次拍床戲就獻
給了李佳芯。
給了李佳芯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眾星在彈床上玩心大起
眾星在彈床上玩心大起。
。

陳豪、李佳芯（Ali）、龔嘉欣、
麥明詩、譚凱琪及吳業坤等，昨
日到鰂魚涌出席《誇世代 》宣傳
活動。龔嘉欣大談劇中與Ali的床
戲，她更把其「第一次」獻給了
對方，不過二人兩腳交纏，嘉欣
卻笑說：「有啲毛管戙」。

首次床戲獻給李佳芯

龔嘉欣：

兩腳交纏

■二人雞啄唔
斷，陳豪完全插
不上口。

毛管戙

■陳豪玩跳彈床時顯
得相當避忌。
得相當避忌
。
兩姊妹
龔嘉欣透露昨晚會播出與李佳芯，
在床上互除互摸的戲份。Ali笑指有互動

才好玩些。 訪問時，嘉欣表示入行以來第一
次拍床戲就獻給了 Ali， 不過劇中她也奪取了
胡鴻鈞的熒幕初吻，嘉欣笑說：「嗰場戲我
哋會兩腳交纏，都有啲毛管戙，但大家對腳
都好滑，Ali 就只識喺度傻笑。」Ali 解釋當時
興奮得只識笑。至於 Ali 則笑指入行後拍了不

少床上戲，但對手是女仔還是第一次：「不
過同女仔拍反而放好多，唔會尷尬， 因為對
方有嘅嘢自己都有，但同男仔拍會顧慮好
多。」二人又謂會上載私下拍下的靚相到網
上跟大家分享。
另外，嘉欣又透露劇中開始成魔，連自己
都討厭自己，又會色誘森美，更要穿 bra-top
跑步，她說：「本來係着普通衫，但要色誘
森美要姣啲，所以變咗 bra- top，仲要喺中環
港鐵站街頭拍攝，有好多途人影相，所以都
尷尬，劇中森美仲會幫我捽腳，佢冇尷尬，
反而自己尷尬，可能本身男仔頭，但今次經
常要嗲人同姣人。」談到森美鍾情影美腿，
問到可有發現對方偷影她？嘉欣帶笑反問：
「唔知喎，乜佢鍾意腳咩？叫佢自己 cap 圖
啦。」

陳豪冀早收爐去旅行
陳豪（阿 Mo）玩跳彈床時顯得相當避忌，
問到是否怕傷到腰？ 他笑着否認：「我平衡
比較差，跳彈床係弱項，（唔會帶小朋友去
跳彈床？）又唔會，但佢哋有好多嘢學，學

曾寫情信追男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無綫台慶劇
《溏心風暴 3》一眾演員，夏雨、李司棋、
米雪、關菊英、苗可秀、阮兆祥、黃翠如、
陳敏之、鄭希怡及莊思敏等，前晚到將軍澳
出席《溏心×風暴 祝捷慰勞宴》，當晚筵開
12 席，慶祝劇集在內地騰訊視頻普通話粵語
雙語播放量突破十億，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副
總經理（節目及製作）杜之克，聯同總監製
劉家豪，製作部（戲劇合作)總監梅小青與出
席嘉賓台上進行祝酒儀式，場面熱鬧。
黃翠如在劇中要向黃宗澤（Bosco）示愛，
並主動咀對方，不過被 Bosco 一手推落梳
化。她自爆中學時期試過主動追男仔：「我
寫過好多封信畀一個男仔，追咗成年都追唔
到，最後對方回信拒絕我，話已經同第二個
女仔一齊，所以我自覺失戀咗成年幾，（有
冇檢討過？）可能自己唔夠吸引，同埋可能
寫得太多無聊情信畀佢，自從嗰次之後，發
覺追求男仔唔容易，從此再冇追男仔。」問
到翠如可會寫情信給男友蕭正楠？她笑說：
「大家都有寫，寫得好低能，唔肉麻亦無愛
意，廢話一堆。」

單車、 學游水，仲未排到學
跳彈床，學唔切。」
阿 Mo 透露大除夕當晚與太太
陳茵媺靜靜地一齊度過，他笑
說：「好難得可以一家人簡簡單單
咁過，只要家人開心就足夠。（送禮
物畀小朋友？）冇送禮物，佢哋去
Party 每次都有， 拆都拆唔晒，同太太
都捐好多出去，（送咩禮物畀太
太？），唔話你聽，（送『人仔』？）哈
哈哈。」說到葉翠翠生完第一胎後半年再
造人成功， 比他還要厲害，阿 Mo 即笑
說：「都係三比二。」 他表示三月將會拍
內地劇，要到深圳、台灣及外地取景， 預
計要拍兩、三個月，而太太都有工作在
身，不過會照顧好小朋友先。他又透露希
望提早收爐，陪太太去旅行過二人世界，
被問到會否兩個去三個返？他笑說：「生
（仔）唔係問題，係教嘅問題，將佢哋養
育成人做好人唔容易，現在係佢哋三個
最需要我哋嘅時候，我哋都鍾意 BB，
但遲啲先再生。」

翠如遭回信拒絕

陳敏之在劇中飾演的第三者角色，獲提名
台慶頒獎禮「最佳女配角」，前晚敏之在台
上亦坦言好想再得女配角獎，她說：「當時
真係出盡力去拍，又要照顧 BB、又要拍好多
場落水戲、又要被掌摑，好多傷感戲，角色
情緒起伏好大，好多年前憑《怒火街頭》攞
過，好希望再攞到。」對於演出獲不少網民
支持，敏之表示連教她做戲的老師都讚，她
謂想過攜同兒子出席頒獎禮，有獎就一齊上
台，但又想到若然無獎，兒子坐成晚會好陰
功，所以還未決定。

莊思敏模仿人反白眼
莊思敏在劇中反白眼鬧人成功出位， 現成
了「反白眼女神」，在台上她又與李成昌扮
咀，引來一陣起哄。她強調本身沒有反白眼
習慣，問到她是模仿誰？她說：「曾經見過
啲人好鍾意做呢個動作，佢對所有嘢都唔順
眼，收到劇本知道角色咁上下於是就用
咗。」對於角色受歡迎但在台慶頒獎禮卻沒
有份提名，莊思敏表示沒想太多，每個遊戲 ■右起：黃翠如、陳敏之和莊思敏劇中角
都有自己規則，最重要是觀眾喜歡。
色均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作客《百萬富翁》 尹光獲讚娛樂性豐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百萬富
翁 2018》慈善名人版昨日繼續進行錄影，
第四集嘉賓有陶傑、尹光與路芙及梁雨恩
與周嘉莉三組對賽，共籌得＄18,000，全數
撥捐脊髓肌肉萎縮症慈善基金，聯同前日
第一集籌得＄46,000（撥捐地中海貧血兒童
基金）及第二、三集籌得＄62,000（撥捐善
寧會），合共＄126,000。
主持陳志雲透露昨日第四集各組嘉賓均
過到第一條保險線，奈何他們沒聽提示沒
有用盡錦囊，結果均未能拿到最好的成
績。談到幾集籌得善款數字偏低，志雲
說：「我都想多一啲，不過可能是剛剛開
始玩，之後大家熟習了，嘉賓可能會較為
熟悉遊戲和放膽去玩，希望他們善用錦囊
啦，即使放棄也可以拿到可觀的數字！」
志雲坦言今次擔任主持，腎上腺素不停飆
升，因為很多嘉賓都娛樂性豐富，像尹光
和周嘉莉都有突出的表現。至於錄影方
面，志雲表示尚算順利，技術問題逐漸協
調得到。
嘉賓尹光笑言 10 多年前看陳啟泰主持的
《百萬富翁》問題較容易答，今次志雲大
師的較難答，自己最擔心第一條就答不
到，幸好所問的問題他都熟悉，例如問三
藩市金門橋的顏色，因為之前都經常去登
台所以都答中，另一條他也答中在位最長

的皇帝是乾隆，雖然最後用到一兩個錦囊
亦只拿到＄6,000 善款，但玩得開心又緊
張。提到志雲說他娛樂性豐富，尹光反過
來讚志雲口才敏捷，更打算向他借靚衫來
拍戲。

陳綺明認亞視再斟洽
陳綺明、張崇基及陳鈺芸等昨日進行另
一集錄影，陳綺明表示駕車回亞視時也差
點忘記哪個路口駛入錄影廠，至於今次玩
《百萬富翁 2018》慈善名人版，她指心情
緊張得卜卜跳，又要忙於去找智囊團，最

後終於找到哥哥來幫忙。
陳綺明坦言回到亞視感覺百般滋味在
心頭，今次亞視復活，希望能夠給予觀
眾更多的選擇，觀眾也會支持他們，讓亞
視做更多娛樂性豐富的節目，給市民提供
資訊及減壓。陳綺明表示亞視去年「熄
機」時仍有做節目，現在復活公司都有接
觸過她，但實際情況會稍後才公佈，因她
曾在美國修讀新聞系，所以覺得主持的工
作會比較勝任，至於拍劇方面，她怕時
間上未必就到，主要是現正經營健康保
健產品。

印花

無綫電視現送出 10 套「誇世代限量版 1:18 模
型」予《文匯報》讀者，有興趣的朋友請剪下文
匯報印花註明「誇世代限量版1:18模型」送禮，
連同付上貼上$10 郵票的 A4 公文袋作回郵信封，
寄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 7 號興偉中心 3 樓─《文匯
■誇世代限量
版 1:18 模型
報》，數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新年伊始 唯唯願望成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
植）梁烈唯（唯唯）日前
到湛江出席倒數活動，與
現場近十萬市民一齊度
過，迎接 2018 年。新一年
開始，唯唯算實現了其中
一個願望，事緣問唯唯有
什麼新年願望時，唯唯便
說：「希望在機場能見到
自己大大的廣告牌。」話
口未完，主辦單位便跟唯
唯表示他們在湛江機場安
排了一個好大的廣告牌，
更是在當眼位置。唯唯聽
了即開心表示：「真的
嗎？新一年真的是好的開
始，估不到真的達成其中
一個願望，希望繼續有多
些的廣告牌在不同的機場
出現啦！」倒數完臨回程
返港，主辦方更帶唯唯去

看他的大型廣告牌。
對於湛江市民的熱情，
唯唯真的非常感謝！更有
來自不同地方的粉絲專程
到湛江，也是為了見偶像
一面及與他一起倒數。唯
唯原本也想與他們合照，
奈何人真的太多，為免引
起混亂，唯唯只好與他們
來個大合照。問唯唯有什

麼新年願望，他表示：
「新一年已有好的開始，
家人及自己也身體健康！
開開心心，希望嘗試多方
面的發展，去年自己的機
會也很多，知道今年的工
作也排得滿滿，所以真係
好開心，還有便是定下的
目標也能一一實現。」

■唯唯日前跟湛江市民一起倒數
唯唯日前跟湛江市民一起倒數。
。

關心妍努力籌款助青少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關心妍（(Jade）昨日到
九龍塘出席《第三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頒獎典禮》擔任
嘉賓， Jade更以歌聲勉勵學生。她表示學生有少少進步
都要為他們加油，讓他們知道成功是條很漫長的路，當
中會有起跌，縱然失敗亦要堅持努力，不要放棄。
Jade 成立的慈善基金《妍亮生命慈善基登》上月在九
展舉行的籌款晚會，惜善款未能達到目標，距營運數字
有一大段距離，故今年仍需要繼續努力。她表示一直想
設立青少年中心，用音樂與青少年溝通，曾預算每個月
收十個學生，幫到幾多得幾多，但時下的租金太貴，就
算找到合適的地方也不知能營運多久，而之前所籌得的
款項，只夠中心裝修費用，所以要努力工作去賺錢，才
能達成心願。

■關心妍

家英哥為蝦頭
「畫龍點睛」

■陳綺明回到亞視感覺百般滋
味在心頭。
味在心頭
。

■三組對賽共籌得＄18,000。

香港文匯報訊 楊詩敏（蝦頭）近日跟
羅家英、衛詩雅、麥長青、林耀聲、陳
宇琛等拍攝電影《西謊遊記之唐僧踩錯
界》。日前適值蝦頭 42 歲生日，監製陳
家樂安排了生日蛋糕送上驚喜，而經理
人男友邵子風則到片場探班。大合照
後，壽星女跟劇組演員逐一擁抱，家英
哥 更 鬼 馬 地 用 cream 為 蝦 頭 「 畫 龍 點
睛」。邵子風即展示心意禮物：「雖然
我冇準備戒指，但呢份禮物好有意思，
係印第安人文化手工藝品捕夢網，相傳
掛上捕夢網能夠捕捉好夢，當中亦有我

嘅摩斯心意密碼『you are not alone』，
可以放喺床頭一齊追夢，哈，估唔到幾
十歲先去追夢 ！」

■蝦頭跟劇組演員慶生
蝦頭跟劇組演員慶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