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吳卓羲
（Ron）、楊怡、任達華、陸駿光、Jef-
frey Lou、鄧穎芝、李綺雯、劉綽琪前晚
出席「ANB亞洲視訊廣播電視正式開播
發佈會」，Ron有份主演之《飛虎之潛行
極戰》 正在網上推出，他說：「我有看
《飛虎》，已看了12集，很好看。因今
次由電影導演拍攝，很特別很有電影
感，外間反應不錯。」
有網民列出Ron歷來演過的警察角
色，發覺他入行以來演過無數次警察，
他謂：「沒有留意，本身想問樂小姐
（樂易玲）拿全套劇睇，但她叫我上平
台看，要有點擊。前幾日我見到點擊有
七億幾，對成績感滿意。」當問他是否
有分紅，他一言驚醒：「無呀，下次我
識要求了。（再拍《飛虎》系列？）都
有傾過，但要看劇本和自己檔期，因最
近準備開新戲。（又做警察？）不是，
今次演愛情片。」

楊怡愛看打打殺殺
楊怡有捧場看《飛虎》支持Ron：「我
不是集集看，覺得很有電影感。我鍾意
睇打打殺殺戲種，較為男仔頭。（會否
拍動作片？）只是鍾意睇，打就不行，
因我好易扭傷，不能做打女。」
陸駿光和師弟Jeffrey Lou一起受訪，前

者表示：「希望我們有合作機會，電影和
電視兩樣都想，現在電視都好電影化。」
稍後兩人會合拍一部動作片《狂拳》，故
事講地下拳賽，問到要否操弗身形？Jef-
frey說：「向來都有操，暫時導演無要
求，我想線條更靚。（操到張家輝在《激
戰》的效果？）會等安排，也不排除，到
時大家看便知道。」陸駿光笑言：「我準
備騷肚腩，哈哈！我個角色不需要除衫，
主要是諗蠱惑橋派人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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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陳慧嫻（Priscilla）
最近接受奇妙電視《我老友係明星》
主持張學潤(Nel Nel)訪問，分享近
況。Nel Nel與Priscilla首次合作，正
值她在美國求學，趁假期回港錄音及
拍攝MV。Nel Nel指首次合作時，已
認為她非常專業，曾與他於中環逛街
9小時，搜羅衣服造型。二人談及感
情生活，Nel Nel更大爆Priscilla 當年
與前度首次約會的經過。
Priscilla自言是一位獨立女性，對

於愛情一旦遇上，即會主動爭取。雖
有巨星光環，Priscilla自嘲閒時是宅女
村姑，完全不打扮，到現在也不懂化
妝。Priscilla 與對方首次約會，Nel
Nel亦奉命到Priscilla家中，與化妝師
及髮型師等，為Priscilla裝身扮靚。
Nel Nel難忘Priscilla當天身穿四寸高
跟鞋赴會，更謂當時擔心「她每次拍
拖約會也要造型嗎？」Priscilla笑說因
首次約會，印象很重要，要以最佳狀
態示人。之後拍拖約會，Priscilla已回
復故我，不作打扮素顏赴約。談及近
況，Priscilla表示曾有兩次心儀目標，
惜對方皆為同性戀者，因而放棄，現
時仍然單身未有目標。

《飛虎》點擊勁但冇得分紅
吳卓羲：下次識要求

張天愛獲印尼皇室稱號
擔任印尼文娛重要職務

香港文匯報訊 印度尼西亞爪哇島梭
羅市近日頒佈皇室法令，授予香港名
媛、著名芭蕾舞藝術家張天愛「榮譽博
士公主」名銜（Princess Kanjeng
Ayu Adipati Flora Pavlova
E. Cheong-Leen Laksmin-
ingtyas），並委任張天愛
擔任梭羅市文化及娛樂
發展委員會主席。
張天愛表示，獲此殊榮

深感榮幸，將努力為促進
中印兩國文化交流和發展作

出貢獻。張天愛此次應印度尼西亞馬塔
蘭王國國王和王后之邀訪問印尼，並接
受馬塔蘭皇室頒發賜予其公主名銜的委
任狀，被任命為印度尼西亞梭羅市

文化及娛樂發展委員會主席。
張天愛今後將領導文化娛樂
發展委員會開展一系列經
濟、文化和旅遊項目的活
動。目前，委員會的成員
有來自中國、美國、英
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
家。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現年現年4444歲的利嘉兒歲的利嘉兒
（（LilyLily））昨日宣佈成功造人昨日宣佈成功造人！！LilyLily昨在社交網站報昨在社交網站報
喜留言喜留言：「：「踏入結婚八周年踏入結婚八周年，，我和老公收到了上帝我和老公收到了上帝
很大的恩典很大的恩典~~我們即將成為父母了我們即將成為父母了！！感謝身邊的家感謝身邊的家
人人、、朋友及傳媒朋友一直以來的鼓勵及祝福朋友及傳媒朋友一直以來的鼓勵及祝福，，我們我們
以感恩的心及滿滿的愛期待着秋天以感恩的心及滿滿的愛期待着秋天BBBB的來臨的來臨。」。」
其後其後LilyLily亦向傳媒發放近照亦向傳媒發放近照，，相中見身穿綠色連身相中見身穿綠色連身
裙的她已腹部隆起裙的她已腹部隆起，，與老公笑得甜蜜與老公笑得甜蜜。。
LilyLily曾因主持節目曾因主持節目《《笑談普通話笑談普通話》》成名成名，，在在

20082008年與周國豐離婚後便淡出娛樂圈年與周國豐離婚後便淡出娛樂圈，，其後其後
她於她於20102010年秘嫁隱形富豪老公年秘嫁隱形富豪老公，，結婚結婚88年年，，終終
為家中添新成員為家中添新成員。。

戲中陳家樂被冰封70多年後「復活」，並輾
轉與70多歲的兒子姜大衛及孫子黎耀祥相

遇，黎耀祥早前笑言開工第一天就喊陳家樂「爺
爺」，希望讓家樂心情放鬆融入劇情。問到家樂
再次回TVB拍劇，他坦言十分新鮮。
「在電視圈我是一個新人，John 哥（姜大
衛）、祥哥（黎耀祥）、薇薇（林夏薇）都是前
輩。我在劇中飾演一個1940年代的人鍾定國，經
過急凍雪藏後在2018年被解凍並甦醒，哈哈，港
版美國隊長。雖則我睇落是現代人，但我的說話
技巧、行為舉止都要有種1940年代的感覺，所以
要做很多功課，希望令觀眾一看到我就知我是
1940年代的人。John哥是那個年代的人，他很願
意指點我、教我如何演活一個1940年代的角色，
我特別感謝他。起初我很怕自己的演出會否過火
或有不足，但後來與大家熟了會一起討論劇情。
薇薇同我有感情線，她真是最索人妻，講話又陰
聲細氣，跟她合作，令你好安心。」

早看好陳偉霆有出頭天
對陳家樂的印象，停留在《DIVA 華麗之
後》，《破風》，《幸運是我》這幾套有不俗演
出的電影，以及幾年前他孖住好兄弟陳偉霆
（William）一齊為香港文匯報影的新年專題。現

今好兄弟在內地紅到發紫，家樂坦言代William高
興，只因見證對方的付出及堅持，當年都相信對
方一定有出頭日。
「William付出咗好多努力及堅持，先有今日的

成績。與其去羡慕別人，倒不如做好自己。入行
初好多工作，拍完木勝導演的《保持通話》，跟
住拍TVB的《四葉草》，當時人氣都不錯，出到
街幾多人認識，以為好順利。個人開始不受控，
導演叫我做A，我做B，又不聽話，什麼都有自己
主見，漸漸工作減少，有成3年沒工作，戶口冇
晒錢，父母沒出過聲怪我，甚至間中擺一百蚊、
五百蚊在我銀包給我，默默支持我，其實我更加
難受。最徬徨之際，我已經諗要離開這行，這個
時候導演麥㬢茵搵我演《DIVA華麗之後》一個
角色，她同我講睇到我好有熱誠，給我好多信
心，她令我識點同導演溝通、點去了
解個故事，傾我個角色點去做，令我
重新投入番，同埋我同自己講，這套
戲我一定要畀100%的功力，因為這
套可能是我最後一套戲，得就得，唔
得就離開這行。拍完這套戲之後，有
人睇到我的付出，多了好多機
會。」

認定余香凝為結婚對象
近年，陳家樂身邊多了個sweetgirl，就是女友

余香凝（Jennifer）。問起相識經過，就是拍港
台電視劇時認識，當時女方首次拍劇，拍完之
後聚會再見，發覺無論傾偈還是對將來的看法
都幾一致，大家互生情愫。對於拍拖，家樂自
言因為對方也是演員，很多事大家都明白，
而且還可以互相對戲。雙方現在都有目標，
希望做好工作，向結婚出發。
「話說公司好多師兄師姐拍拖，所以我講給

公司知，他們都好支持。我諗公司見到我們
會互相幫助，我好開心可以同身邊一個這
麼親密的人成日討論電影、劇本，對大家
幕前的工作都有幫助。像今次拍劇，同
薇薇有感情線，是跟Jennifer對戲。她
是我拍拖歷史入面，唯一會令到
我屋企人好開心，她去了外
地拍攝，我的屋企人是會
掛念她。我希望大家都
有目標，先做好工
作，然後就向結
婚進發。」

陳家樂（Carlos）在《逆緣》中演「急凍

人」被長埋實驗室逾70年後，突然醒過來，

回到現代找到飾演兒子的姜大衛和孫兒的黎耀

祥。當大家以為他是初入「公仔箱」拍劇，但

原來家樂早在2008年已演出《四葉草》系列

──《盛裝舞步愛作戰》。只可惜當年年少氣

盛，不懂珍惜機會，令自己在娛樂圈浮浮沉

沉。暌違10年再與無綫合作，不僅得到一個

重要兼有發揮的角色，更與很多影帝、視帝級

前輩有對手戲，難怪陳家樂表示很珍惜這次機

會。 採攝：植毅儀 服飾：izzue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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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賢赫望與MC Jin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中韓混血兒歌手張賢赫

前晚在港出席音樂會，同場出席藝人還有
潘 美 辰 、 趙 頌 茹 （Yu） 及 林 雅 詩
（Grace）等。忙於內地及韓國演出的張
賢赫首度來港演唱，他憑主唱《來自星星
的你》及《太陽的後裔》中文版而躍登成
為新生代人氣偶像，前晚他獻唱幾首首本
名曲，掀起全場熱度，不少粉絲走到台前
希望和他握手，他亦樂於與大家零距離接
觸。張賢赫在韓國讀大學，但說得流利普
通話，他坦言希望多來港開拓市場，尤愛

HipHop音樂的他，更希望能與MC Jin
交流創作。
至於有「翻版鄭秀文」之稱的阿Yu更

特別選唱了Sammi的《終身美麗》及
《默契》兩首歌，而Grace 則以一身
DeepV亮麗出場，令全場起哄，Grace唱
歌之餘更大派靚相，不少粉絲湧到台前，
令她幾乎被拉甩裙，幸好登台經驗豐富的
她，執生繼續唱歌。台灣創作女歌手潘美
辰壓軸登場，唱出經典金曲《我曾用心愛
着你》，全場數千觀眾一起大合唱。

4444歲利嘉兒歲利嘉兒宣佈造人成功宣佈造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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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嫻陳慧嫻((左左))被爆當年首次被爆當年首次
約會的經過約會的經過。。

■■陳家樂陳家樂((右右))戥陳偉霆戥陳偉霆((左左))
出頭高興出頭高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陳家樂與余香凝拍劇定陳家樂與余香凝拍劇定
情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劇中姜大衛劇中姜大衛((左左))及黎耀祥及黎耀祥((右右))
分別飾演陳家樂的兒分別飾演陳家樂的兒、、孫孫。。

■■利嘉兒與老公喜迎新成員利嘉兒與老公喜迎新成員。。

趙頌茹趙頌茹

■■張天愛張天愛

■暌違10年再與無綫合作，陳家樂
得到一個重要兼有發揮的角色。

張賢赫張賢赫 林雅詩林雅詩

香港文匯報訊 超級英雄片《復仇者聯盟
3：無限之戰》（Avengers：Infinity War）
即將上映，片中一班級英雄展開宣傳攻勢，
「洛基」湯赫度斯頓（Tom Hiddleston）昨
日聯同「變形俠醫」馬克路法奴（Mark
Ruffalo）、「鐵甲奇俠」羅拔唐尼（Rob-
ert Downey Jr.）和「蜘蛛俠」Tom Holland
到上海迪士尼舉行大型粉絲活動。內地粉絲
為之瘋狂，更有人前一天就到了活動現場外
排隊，引發不少爭議。據知，眾星昨日和紅
毯旁的影迷合照超過一小時，非常親民。

《復仇者3》上海迪士尼造勢

■■楊怡有捧場看楊怡有捧場看《《飛虎飛虎》》支持吳卓羲支持吳卓羲。。

■■左起：Tom Holland、馬克路法奴、
羅拔唐尼及湯赫度斯頓出席紅毯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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