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1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植毅儀 ■版面設計：黃力敬 2018年6月5日（星期二）

2018年6月5日（星期二）

2018年6月5日（星期二）

江
若

琳
笑

O

sca
r唔啱做Model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將於年尾結婚的江若琳將於年尾結婚的江若琳
(Elanne)(Elanne)第三度為婚紗店第三度為婚紗店MonalisaMonalisa代言代言，，今次終今次終
於由真命天子未婚夫蕭潤邦於由真命天子未婚夫蕭潤邦（（OscarOscar））成為拍檔成為拍檔，，
ElanneElanne感覺特別興奮感覺特別興奮。。ElanneElanne說說：「：「入行咁多年入行咁多年，，
拍戲拍戲、、廣告廣告，，其實我大大話話着過十幾次婚紗其實我大大話話着過十幾次婚紗，，以前以前
係無乜感覺係無乜感覺，，只覺得係戲服一件只覺得係戲服一件，，今次拍檔係未來老今次拍檔係未來老
公公，，終於覺得原來着住件婚紗都幾感動終於覺得原來着住件婚紗都幾感動，，同埋會好期同埋會好期
待睇相待睇相」」
問到問到ElanneElanne對今次拍檔的表現評價對今次拍檔的表現評價，，ElanneElanne則勸則勸

OscarOscar繼續努力做生意繼續努力做生意。「。「OscarOscar可能好多年無做幕可能好多年無做幕
前前，，縱然佢有縱然佢有modelmodel的身高的身高，，但係佢一對住鏡頭就好但係佢一對住鏡頭就好
怕醜怕醜、、唔係幾自然唔係幾自然，，所以其實今次大家揀相嘅過程所以其實今次大家揀相嘅過程
唔係好困難唔係好困難，，只要揀只要揀OscarOscar表情自然表情自然、、無眨眼的就無眨眼的就
已經好快已經好快，，佢都係繼續努力建立佢的生煎包王國佢都係繼續努力建立佢的生煎包王國
啦啦，，哈哈哈哈！」！」
今次拍攝地喺香港今次拍攝地喺香港，，問到問到ElanneElanne同同OscarOscar

之後仲會唔會去外國再影婚紗相之後仲會唔會去外國再影婚紗相，，22人表人表
示一定會示一定會。「。「我們係好鍾意去旅行我們係好鍾意去旅行，，
所以今年每去一個地方都會影啲所以今年每去一個地方都會影啲
相相，，有啲好生活有啲好生活、、有啲好正有啲好正
式式，，想有多啲唔同的想有多啲唔同的
相留念相留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堪輿學家陳定幫與
友人合資的川菜餐廳酒吧昨日開張，邀得好友陳蕊
蕊、趙哲妤及楊柳青等支持出席，另劉德華及吳君如
亦送上花籃祝賀。
首次投資飲食生意，陳定幫表示自己投資了6位數
字，今次投資是因為懷孕的妻子楊錳霏愛吃辣，就當
作禮物送給她，且加上二人命格要火，辣就最適合不
過。他又透露太太雖然已懷孕6個月，卻一直沒戒
口，凌晨3時都在打邊爐。至於他亦為女兒擇日剖
腹，但名字將待BB出生後再改。
陳蕊蕊都想開餐廳和Cafe，現會向友人取經，問又

會否找生意人來當男友？她笑指自己單身，也希望可
以，一直大家以為她多人追求，就變成了沒人敢來約
她。提到她身材勻稱何不開內衣或泳衣店？蕊蕊表示

知道周秀娜的內衣店已結
業，也影響了其信心，何況
也害羞未必敢做內衣店的生
招牌。

陳偉霆 帶領戰隊再跳群舞

香港文匯報訊 電影《某日某
月》已於5月31日感動獻映，第
一時間捧場的戲迷反映意猶未
盡，九十五分鐘正片一氣呵成，
每格菲林均是導演劉偉恒的心血
結晶。「為了令節奏更加明快、
緊湊，迫不得已剪了一些我很深
愛的場面，在此強烈要求DVD重
新收錄這些被刪剪的珍貴片段，
也作為回饋粉絲的彩蛋。」率先
曝光的被刪片段，是戲中罕見的
「動作場面」──旭日（原島大
地）與父親（呂頌賢）一言不
合、互相纏打，劉導演憶述：
「兩位演員都好認真，大地足足

被呂頌賢摑了五巴！」
原島大地坦言，這場父子對打

戲，是一次難度極高的挑戰，
「不止要兼顧動作、表情，還有
台詞，幸好呂頌賢很遷就我，也
指導我怎麼走位、唸對白；大家
都為電影付出，如果假打沒有那
種感覺，我記得NG了5、6次，
一來台詞比較多，加上我又太緊
張，本應被爸爸摑了一巴才推開
他，但試過他還未打過來，我已
推開他！」雖然呂頌賢已稍為留
力，但大地仍被摑得有點痛，敷
冰後已沒有大礙，現實生活中，
大地又有沒有被父母責打的難忘

體驗？「小男生多數會頑皮一
點，但爸爸很疼我，從沒有打過
我，媽媽相對嚴厲些，偶爾會罵
我兩句。」呂頌賢記得，連同排
戲與正式埋位，他的確摑了大地
五巴：「如果真的對打，大地當
然同我冇得打，這場只是推一
下、摑一巴，不是拳腳交，也不
是每巴都好實在去打，開頭我都
有錫住，他有點怯、想避開，導
演不太滿意，後來才認真少少去
打一巴，打到他面也紅了。」要
不要呵返寶貝仔？呂頌賢笑言：
「不用吧，男仔來，凡事都要經
歷下，長這麼大，不會哭吧！」

賽事當日林志穎聯同珠海方程式賽車主席馬漢
華冒雨乘坐直升機空降會場，不老男神大受

歡迎。其車隊有份出賽獲優秀成績之外，他個人
亦有參加賽事，可惜只能奪得季軍，他還感慨此
次只能拿第三名，林志穎笑說：「可惜直升機的
風力不夠強，沒有把賽道吹乾，對選擇使用乾胎
上場的我們有點不利，最後以第三名收官。」不
過身穿白衣紅褲的他帥氣依舊，「小旋風」風采
依然。

郭秀雲內地推廣環保
而FRD車隊車手馮子銘亦不負所望，在「明星

VIP賽」力壓方中信，成為冠軍捧盃。由於當日
下着大雨，所以方中信的賽車亦與其他車手有輕
微碰撞，但仍達到水準，奪得亞軍成績，他謂沒

預期落大雨，自己都已盡力，亦感到滿意。另一
位車手陸挺宇則位列另一組別第三。同時在「明
星VIP賽」當中，更有郭秀雲之「海峰環保教
育」慈善機構標誌，現身其中FRD車隊車手馮子
銘之賽車當眼處，原來郭秀雲得到FRD車牌老
闆馬漢華支持環境保育慈善活動，所以安排在
賽車中贊助貼上標誌，讓觀看賽事的觀眾都看
到該標誌，幫助「海峰環保教育」能推廣到內
地，更希望獲得更多善款贊助，讓市民對環
保意識更受關注。
郭秀雲非常感謝馬漢華及車手馮子銘的支

持，更讓「海峰環保教育」揚威車場，望能
藉着賽車這項運動宣傳環保，令內地更多
環保善心人士能資助，延續更多環保公益
活動。由於她當日要到立法會向議員提
出建議及支持漁護署加強保護南丫島深
灣，讓綠海龜可重回海灣生蛋，所以
未能親身到寧波支持賽事。不過當
日爭取成功，獲議員支持此事亦
感興奮，有如雙喜臨門，她已約
定下一站馬來西亞賽事，自己
抽空到場支持，笑言更好想
落場，但未知有否人願意
接受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 賽車壇盛事之一的「2018中國原型車耐力系列賽」，日前假寧

波國際車場舉行寧波站賽事。兩位「不老男神」林志穎與方中信出現，成為賽事其

中的焦點。馮子銘(Jason F)在「明星VIP賽」力壓方中信，成為冠軍捧盃而回，林

志穎最後以第三名收官。

寧波賽車馮子銘力壓方中信奪冠軍

林志穎飲恨林志穎飲恨
得第三得第三

香港文匯
報訊 近日，
由陳偉霆擔任
召集人的街舞
類 年 度 綜 藝

《熱血街舞團》迎來
總決賽一戰，最強舞團
的巔峰對決一觸即發。

本期賽制全面升級，不僅有
舞者廠牌的全力支持，熱血

召集人陳偉霆更帶領「火鍋戰隊」
再次上演齊舞大騷，團魂不滅，向
總決賽進發！
在排練時，陳偉霆不僅耐心鼓勵

隊員，更是一字一句之間真切展現
他對於隊員的不捨：「這是我們最
後一次齊舞了，希望大家相信，我
們可以做到！」在總決賽現場，熱
血召集人陳偉霆帶領戰隊成員齊舞
出戰，別出心裁跳起「暗黑舞」，
舞蹈不僅極富創意，更詮釋出「熱
血」的意義。陳偉霆與隊員默契十
足，完成高難度的舞蹈動作，「雙
節」視覺效果與舞蹈實力，呈現出
極具「暗黑」風格的齊舞大秀！
隨着決賽之夜的到來，《熱血街
舞團》第一季也畫上句點。在從冬
到夏的半年時間裡，陳偉霆用自己

的方式與
大家講述
着關於夢
想 的 故
事，分享
過成功的
喜悅與興
奮，也經
歷過失利
的遺憾和
不捨。一次次用清晰的思路和戰術
折服觀眾，用努力和真心讓觀眾感
受到團魂的力量，用韌勁讓大家看
到一個真誠與熱血共存的陳偉霆。

香港文匯報訊 林奕匡（Phil）
前晚於九展舉行音樂會，為配合主
題，Phil邀請了一班圈中好友，包括
ToNick、糖妹、小塵埃（Lil' Ash-

es）及葉巧琳擔任嘉賓。Phil為
了今次的演出，近月閉關
苦練結他，他更提到
首新歌叫《從世界
到我家》中有把
女聲伴唱，但
原來Phil 與
聲音主人
Paula從未
見 面 ：
「 當 時
Paula 身
在法國，
我 喺 香

港，係分開錄音，大家第一次見，我
都係！係真㗎，大家都問我Paula係
邊個，好神秘咁！」其後Paula現真
身，與Phil首次真正合唱《從世界到
我家》。
音樂會的中後段，Phil邀得糖妹現

身任嘉賓，並大爆鮮為人知的秘密，
歷來兩人私下非常相熟，Phil指糖妹
單飛發展時，自己也在同期出道，所
以不時會碰面，他們亦會相約友人一
起聚會。Phil提到他們會玩「狼人」
遊戲，但卻老是輸，他解釋稱：「玩
呢個遊戲，我做歌手好蝕底，我唔識
演戲吖嘛！我唔識講大話。」糖妹忍
不住在台上取笑Phil：「知你係一個
老襯。」引得全場大笑。
Phil在音樂會後表示，全晚最好玩

的一定是與Jason Kui合作的那一部

分，他說：「呢個幾月以來不停咁練
習，就係為咗嗰個moment，好緊
張！真係好多嘢要記，要記歌詞、記
chord，又要記左右手協調性等各樣
嘢。跟住有Jason Kui同我喺台上一
齊玩，同埋有Paula喺度，呢個真係
一個好難得一次機會。」
適逢今個月12日是Phil的生日，

他的粉絲都非常有心，為他準備花和
禮物，等Phil完騷後離場時送給他，
為他預祝，給Phil一個大驚喜。

陳定幫
投資食店贈太太

被刪剪珍貴片段曝光 原島大地被摑冰敷止痛

林奕匡 與糖妹互爆秘密

■陳定幫表示今次投
資是因為懷孕的妻子
楊錳霏愛吃辣。

■■陳偉霆陳偉霆

■■冠軍馮子銘冠軍馮子銘((右二右二))與亞軍方中信與亞軍方中信((左二左二))齊領獎齊領獎。。

■馬漢華(左二)與林志穎(左三)
空降寧波賽車場。

■郭秀雲(左)到立
法局開會。

■■江若琳笑江若琳笑OscarOscar影影
相表情生硬相表情生硬。。

■ Oscar 被
江若琳叫佢
專 心 做 生
意，幕前唔
啱佢。

■江若琳表示之後會再去外國影相。

■林奕匡借開騷與好友互爆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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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車場。

原島大地原島大地 呂頌賢呂頌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