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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黃宗
澤（Bosco）和陳嘉桓（Rose）因拍網
劇《守護神》被指「撻着」半年，女
方更已「進駐」Bosco位於火炭的豪
宅，Bosco昨日出席服裝品牌活動時，
否認與Rose的緋聞，並再三強調現在
是單身，自爆對Rose以「仔」看待，
又指對方「大食」，暫時只想發展事
業。當提到他的日籍模特兒女友Jun，
Bosco即落閘拒絕，立刻轉移話題。
Bosco被記者上前恭喜有新戀情，

他笑着回應：「唔係呀，應該恭喜我
新居入伙，（愛巢新居？）不是呀，
最近新居入伙，每日都極多朋友上
來，（Rose負責招呼朋友？）唔係，
並非每次都有她份，她只上過來一
次，（你們前後腳入屋苑？）大家各
自揸車，梗係前後腳喇，（報道指她
座駕停泊在你屋苑等你？）其實是同
一日的事。」
Bosco否認兩人拍拖，要發展都是

事業行先，加上這陣子搬舖，忙着整
理食譜等事，他又指這方面沒有向
Rose討意見。問他想事業愛情兩得意
嗎？Bosco謂：「邊有咁爽。」又再
強調現在是單身，大家不要誤會和緊
張，只是叫朋友來屋企玩而已。

爆陳嘉桓「大食」
目前他和Rose是什麼關係，他表

示：「好朋友關係，（對方是你喜歡
的類型？）成班朋友叫佢做『恆

仔』，仔嚟喎，」提到有否發
展機會，Bosco再重複說：
「仔嚟喎，都話係『恆
仔』，（咁講不怕傷害到對
方？）唔會，唔關事，（女
追男？）成班人拍《守護
神》而混熟，自己回港後便約
大家來我新居，（黃媽媽有見過
Rose？）有呀，好多人喺度都見
過，（媽咪覺得Rose幾好？）無
呀，唔會個個朋友上來都評個
分，大家都係一樣沒有特別，
（媽咪以為你們拍拖？）無
呀，都係一大班朋友。」
再追問他何時找個背後的

女人，他打趣問記者有否好
介紹，當聽到大家再提陳嘉桓
的名字，Bosco踢爆Rose有個朵
叫「大食」，「好食得飯，
（怕她食窮郎？）唔使驚，我
有大間餐廳喺度。」而他和
Rose沒有就緋聞一事刻意傾
談，Bosco說：「大家知無
嘢，（日後避免見面？）正
常社交約食飯沒問題，不會
為此事刻意不見面，否則便
不是朋友。」
提到他的日模女友Jun，

Bosco即時落閘說要轉話
題，表示最近忙
於搬舖，今次投
資了七位數字。

話單身 暗示跟日模已分手
Bosco將陳嘉桓當「仔」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方中信、
唐文龍和李璨琛前晚為《美女廚房》擔任嘉
賓，甚少亮相綜藝節目的方中信，原來之前
與主持蕭正楠吃火鍋受邀請，但來到現場見
有保安拿滅火筒，又有急救箱，都開始驚起
來。方中信笑言錄影前已吃了雙餸飯和例湯
打底，如吃到太生的食物，就算要嘔都不會
嘔得太厲害。他說：「我有看過之前幾集，
覺得好恐怖，不過蕭正楠說可能會撞到識煮
的人，但機會很微。」平時有下廚的方中
信，說不定會過兩招給女嘉賓，讓她們有男
友的可煮給男友吃，沒有的也可以用廚藝去
結識男友。工作方面，方中信表示八月才開
工，昨晚會坐夜機到意大利會合太太和女兒
旅行，笑言行程都由太太安排，他只負責畀
錢和坐飛機。
蕭正楠感激三位嘉賓賞面上節目，欣賞他
們有膽量，說：「之前我們約了一起打邊
爐，大家都很關心我，我跟他們說很好吃
的，因為當時節目還未出街，所以他們不知
有幾恐怖。」笑指阿蕭對要坐飛機的方中信
靠害時，阿蕭笑稱機上會有廁所，也會私人
送一條廁紙給他。阿蕭稱與拍檔阿Bob碌盡
人情牌請嘉賓，Bob負責找歌手和電影圈的
朋友，他就主力請好朋友，如剛拍完內地劇
的黎耀祥已答應月底來錄影，曹永廉因為掛
念一班美女學徒要再來，到時《公公出宮》
就會「合體」。至於女友黃翠如是否堅決不
肯上節目，阿蕭笑道：「我們還有很多集，
佢係我的終極武器，邊個得罪我，我就叫翠
如上節目煮畀佢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林德信
（Alex）與菊梓喬（Hana）昨日到一間
中學為香港電台舉行的《「有聲好書」
全港中學生聲演比賽2019預演賽》擔任
嘉賓，並分享閱讀心得及示範聲演書
目。
Alex即埸自彈自唱外，又即場聲演小

說。他又自爆小時候好曳，但讀書又好
叻，在英國會考考獲9A，有一次他玩滑
板時，聽到媽咪從遠嗌他，見到她拿着
他的成績通知書好驚喜。

Hana表示聲演比唱歌還要困難，因要
幻想力豐富及扮聲。提到有周刊報道指久
休復出的吳若希爭做一姐，更想爭唱劇集
歌曲，Hana表示工作跟平時一樣。問到
公司可有分薄資源？她說：「公司有自己
嘅分配方法，係公平嘅，（減少唱戲劇主
題曲？）冇少過。佢（吳若希）一向都有
唱，之前佢生BB，冇理由叫佢生緊、休
息緊都唱咩？現在休息完一齊繼續唱。」
她又稱不會理太多，會先做好自己，亦不
擔心地位動搖。

香港文匯報訊 陸永
昨日到主題公園出席
「關心你」獎勵計
劃頒獎禮。現場陸
永做大笑瑜伽為學
生打氣，並分享教
育子女心得。陸永
認為最重要一環是教
導子女將心比己，嘗試顧
及他人的感受，而他教兩位囡囡都一樣，當
大女Hannah感到失落時，他會引導細女
Sim Sim去聆聽姐姐的煩惱，激發她的同理
心。

代言人變合夥人
謝雪心學做生意

上機前錄影《美女廚房》
方中信獲蕭正楠贈廁紙

陸永教愛女將心比己

狄維莊遜超鬼馬
扮明廣東話

主角狄維莊遜昨日率領戲中演
員 ， 莉 芙 金 寶 （Neve

Campbell） 、 麥 克 納 羅 拔 絲
（McKenna Roberts），台灣女
星昆凌、荷里活華裔演員文峰
（Byron Mann）、新加坡演員經
漢（Chin Han）、挪亞哥特利
（Noah Cottrell）、導演羅遜馬
素 費 巴 (Rawson Marshall
Thurber）及兩位監製包費林
（Beau Flynn）、海雲加西亞
（Hiram Garcia）來港展開為期
三天的電影宣傳活動。
香港宣傳活動的第一站是全球記

者招待會，狄維莊遜自我介紹時，
搞笑自稱是男星丹素華盛頓
（Denzel Washington）。記者
會邀請了鄭裕玲擔任大會司儀，她
並代表電影公司向各位演員送上由
本地插畫師FelixYip為他們繪畫、
以香港景物為背景的肖像，因電影
故事以位於香港的高科技摩天大樓
作為背景，飾演前FBI拯救人質隊
隊長的狄維莊遜要在失火的大樓內
拯救家人。

昆凌樂跟優秀演員們合作
台上Do姐訪問一眾演員拍攝感

受，狄維莊遜搞笑着Do姐可以用
廣東話或普通話訪問，Do姐就用
廣東話問到他在戲中角色是失去小
腿，他是如何去準備的？狄維莊遜
聽完後便裝作聽得明，十分風趣，
之後Do姐再用英語問他，狄維莊

遜表示其角色要截肢外還有動作
戲，相當之困難，拍攝前他也有前
往探訪截肢人士，希望演出更逼
真，他很開心可嘗試不同的角色。
問到首次看完該片覺得怎樣？他
說：「自己都有小朋友，係fami-
ly man，幾年後可能都會遇上呢
種事，到時又如何處理呢？」身形
健碩的他又透露保持身材的方法，
就是每天做運動及冥想，還有跟開
心的人合作。
首次拍攝荷里活電影的昆凌，表

示非常開心可跟這麼多優秀演員合
作。她又透露戲中要在狹窄空間拍
打戲，對她來說是一個挑戰，而事
前她接受了個多月的訓練，幸好拍
攝順利，女主角也很照顧她。

文峰盼拍出港警真實感
前往荷里活發展廿多年的華裔演

員文峰，在戲中飾演西九龍區總督
察，他說：「拍攝時好多感想及有
負擔，想將香港警察真實感拍出
嚟，剛好自己又認識一位退休警
察，對方仲做咗團隊顧問。」記者
會結束前，狄維莊遜企定讓傳媒影
單人相，此時Do姐亦趁機上前要
求合照。
在港的三日宣傳之旅，狄維莊遜

及其他演員又會到天際100觀景台
欣賞維港景色。另外，全體演員、
導演及兩位監製會於明日到沙田新
城市廣場出席紅地毯活動及粉絲見
面會，跟粉絲作近距離接觸。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梁靜儀梁靜儀））荷里活動作巨星狄維莊遜荷里活動作巨星狄維莊遜

（（Dwayne JohnsonDwayne Johnson））主演的主演的《《高凶浩劫高凶浩劫》（》（SkyscraperSkyscraper））將於本將於本

月月1212日在港上映日在港上映，，昨日狄維莊遜率領戲中演員來港展開為期三天的昨日狄維莊遜率領戲中演員來港展開為期三天的

電影宣傳活動電影宣傳活動。。鄭裕玲鄭裕玲（（DoDo姐姐））擔任大會司儀擔任大會司儀，，而她訪問一眾演員而她訪問一眾演員

拍攝感受時拍攝感受時，，狄維莊遜就表示狄維莊遜就表示DoDo姐其實可用廣東話發問姐其實可用廣東話發問，，聽完後便聽完後便

裝作聽得明裝作聽得明，，果然夠晒鬼馬果然夠晒鬼馬！！

菊梓喬信公司公平分配資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謝雪心昨日
出席健康品牌簽約儀式，正式由代言人變成合
夥人做生意，心姐獲《深宮計》一班好姊妹包
括監製梅小青、「四司」張慧儀、張文慈、康
華及羅霖到場支持。心姐坦言由代言人轉做合
夥人恍如做新人一樣，要花時間重新學習做生
意。心姐表示昨日是她雙喜臨門的日子，一方
面學做生意踏入人生另一階段，而劇集《深宮
計》又有好成績，她也穿透視裝來祝捷。心姐
說：「《深宮計》令我多了一班深交姊妹，呢
份情誼好珍貴。」至於做合夥人方面，心姐坦
言投資數字只是很少，但她一定會花更多時間
去學習。笑問劇集有否帶挈她賺更多，心姐謙
稱賺了人氣、觀眾和友誼，是用錢都買不到。
提到鍾嘉欣叫大家猜BB性別，心姐表示也不
知是男是女，會恭喜嘉欣添丁又發財。
張文慈（Pinky）為慶祝《深宮計》破30億
點擊率，上載18年前的床照「找數」。Pinky
說：「我花了幾個鐘頭才在籠底找到照片，由
於工人放假沒有拍到新照片，如果可以希望
『一局四司』可一起影。」專程由內地回港支
持心姐的張慧儀，表示沒有把握學心姐做實體
店搞生意。問她何時派福利慶祝劇集有高點擊
率？她笑道：「都一把年紀，泳裝照都是留給
年輕人。」

陸永陸永

■Bosco再三強調現在
是單身。

■各演員獲贈以香港景物為背景的肖像畫。

■■文峰飾演西九文峰飾演西九
龍區總督察龍區總督察。。

■■狄維莊遜與活動司儀鄭裕玲合照狄維莊遜與活動司儀鄭裕玲合照。。

■■狄維莊遜盡顯狄維莊遜盡顯
鬼馬本色鬼馬本色。。

唐文龍唐文龍

■■謝雪心謝雪心((右三右三))獲一班好姊妹到場支持獲一班好姊妹到場支持。。

■陳嘉桓近日被指「撻着」
Bosco半年。 資料圖片

菊梓喬菊梓喬

■■受訪時受訪時，，BoscoBosco
緊張到流汗緊張到流汗？？

■■昆凌首次拍攝昆凌首次拍攝
荷里活電影荷里活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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