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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獲欽點再演《宮心計3》
■陳煒想再跟
曾偉權合作。
曾偉權合作
。

■《宮心計
宮心計2
2 深宮計
深宮計》
》昨晚播映大結局，劇中演員到商場與市民一起觀看。

■心穎帶同媽媽前來
心穎帶同媽媽前來。
。

陳煒讚好

馬明想拍新故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吳文釗）劇集《宮心計 2 深宮計》昨晚播映大結局，劇中主要演員馬
浚偉、胡定欣、馬國明、黃心穎、陳煒、蕭正楠及劉心悠等到商場與市民一起看大結局。而「一局四
司」謝雪心、羅霖、張文慈、康華、張慧儀更與香港青年愛樂樂團合作獻唱主題曲。有傳劇集氣勢盛
打算再開第三輯，並欽點馬國明和陳煒演出，煒哥聞言讚好，指會接受挑戰，馬明就表示如果拍都希

■馬明與心穎一見面
即「糖黐豆
糖黐豆」。
」。

望是新故事。

心穎、梅小青昨都分別帶同自己
的媽媽來觀看大結局。正忙拍

■羅霖(右)以性感裝扮「找數」。

新劇的馬國明在影大合照時才到
場，他一上台就自動站在女友黃心
穎身旁，被蕭正楠取笑現在是做宣
傳活動，並不是來拍拖的。馬明與
心穎一幕喊戲獲監製大讚表現好，並欽
點馬明再演第三輯，心穎聞言即說一定沒
她份，因為她在劇中已死，馬明就說：
「如果拍都希望是新故事，第一輯我也沒
份的，其實角色受歡迎要歸功編審，劇本
感動到演員，所以演出都不難。」笑問他
是否要再跟心穎演一對，心穎即搶答可能

對方不想，馬明稱最終要看公司安排，因
為他們的角色回響大，下次能否更進一步
就要考慮一下。心穎也稱，說不定下次會
演奸角，她也開心自己第一次有角色受人
關注，對她是很大的鼓勵。

定欣被罵 馬仔鼓勵
馬浚偉與胡定欣因要演舞台劇，完成換
裝後剛趕及來看大結局。定欣表示監製未
親口跟她說開第三輯，相信要花不少時間
去雕琢劇本，也有可能會開喜劇。問到演
奸角有否被人罵，定欣說：「今次經歷幾
有趣，由最初批評我高低眉，到我變奸，

再到最後一幕與皇上決裂，看得出觀眾對
我表現有改觀，很多人不喜歡我想『煎』
巴我，我都想『煎』巴畀自己。」馬仔就
鼓勵定欣演奸角被罵是開心事，證明觀眾
欣賞到她的演技。
有傳劇集氣勢盛打算再開第三輯，並欽
點馬國明和陳煒演出，煒哥聞言道：「好
啊，如果有我都會接受挑戰，我是公司合約
演員很易度期，不過我想再跟曾偉權合作，
因為劇中我對他太無情，希望我們有感情
線，等我給他愛情滋潤作補償。」對於監製
梅小青大讚煒哥有演員道德，從沒抱怨太辛
苦，又不會發脾氣，她說：「我都有發脾氣

的，不過整個團隊太專業，沒理由得一個
hea，如果真的有第三輯，希望可以是新故
事，相信最快都要出年才成事。」

羅霖找數回饋觀眾
羅霖穿透視裝大晒湯碗胸亮相，她解釋
因為其他演員都有「找數」回饋觀眾，她既
沒有床照，泳照又早在寫真中出現過，於是
昨晚就打扮性感補數。羅霖自嘲未學行先學
跑，只練了三次就與樂團合作唱主題曲，並
坦言對劇集依依不捨，很期待再開第三輯，
說：「《真情》是我時裝劇的代表，古裝則
是《深宮計》，能夠參與已經很無憾。」

陳嘉寶欠蜜月 被老公詐型

陳茵媺想攜子女慈善探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陳茵媺（Aimee）與
陳嘉寶（Anjaylia）昨日到屯門出席《麥當勞叔叔之家
慈善基金》獎券義賣開售禮暨頒獎禮並擔任嘉賓，更
即場落力參與獎券義賣。二人又表示這次的活動別具
意義，希望將來能跟家人一起參與義賣。
Aimee 表示以前在加拿大的時候，父母都有帶她去
做義工，所以做了媽媽後都想帶三個小朋友做慈善探
訪。
將於暑假獨自帶同三個子女返加拿大探親一個月的
Aimee，她表示實在太掛住娘家。由於行程要坐十幾個
鐘飛機，Aimee希望三個小朋友屆時會乖，雖然去年也
試過，但今年妹妹大個了，喜愛四圍走。她指老公陳豪
因有工作不會同行，就讓他放一個月假，因他不用開工
就要幫手湊小朋友，加上他要準備健身操弗。
Anjaylia 表示婚後一直忙於工作，還欠老公黃頌祈
一個蜜月，她說：「老公已經有投訴，喺屋企舉 banner 抗議，希望生小朋友之前還咗個 honey moon 畀
佢。」問到想去哪裡度蜜月？她表示去年曾想過非

■唐詩詠烏身時小心用手掩心口
唐詩詠烏身時小心用手掩心口。
。

■陳茵媺(中)與陳嘉寶(左)等人落力參與獎券義賣。

香港文匯報訊 唐詩詠昨
日聯同伍樂怡出席有關足球
的活動。現場二人大玩射門
遊戲，利用飲筒將迷你足球

洲，但一年前就要預訂，而且又要打針，加上她的工
作又不定時。因為老公話要去未去過的地方，令她為
此而頭痛。
談到與 Aimee 同場，可有向對方請教生仔心得？她
認為小朋友是上天的禮物，冇得請教，反而想請教對
方保養秘訣，她大讚對方生完三個好似冇生過一樣。

陳豪育兒理念較傳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陳豪昨日出席《願望童
樂日》開幕禮，他表示三名
子女年紀尚小未有願望要實
現，但會懂得要求想得到的
東西，如去買玩具或吃哪種
食物。陳豪就會用家傳教訓
教仔，要得到就要靠自己去
爭取，說：「由小到大媽咪
都這樣教我，我都會教返自
己子女，灌輸自己的價值觀
和人生觀給他們。」
陳豪坦言為人父母不代表
是擁有子女，所以要適時啟
發子女的自主性和自發性，
讓他們將來可以自己做決
定，創造他們的人生。問到
育兒理念是否與太太一致，
陳豪說：「太太對小朋友的
信心比我更多，我是個傳統
的人，太太反而會鼓勵小朋
友，例如小朋友拿玻璃杯我
已經驚會打爛，但她就不
會，我們教子女方面可以互
補不足。」陳豪表示湊仔和
教仔是完全不同的事，因為
子女漸大開始跟父母鬥氣，
甚至駁嘴，他也試過用很惡
的方式應對，說：「我和太
太都是反對體罰的人，但用

唐詩詠赴澳洲覓對象

林俊賢督促黃竣鋒健身
香港文匯報訊 黃竣鋒（Jason）近日
雖忙於深圳拍攝電影，但仍利用拍攝的
空檔時間與林俊賢一同健身及曬太陽。
Jason 指自己練就出的肌肉與身形，林
俊賢可謂「居功至偉」，他說：「有時
拍攝完後很夜回家，身體已十分疲倦，
很想『偷懶』休息。不過賢哥時時也會
短訊『督促』我鍛煉身體不能怠慢，想
到賢哥作為前輩也這麼勤力，我更沒有
理由讓自己懶惰，便又會鼓起精神去跑
步或健身，所以沒有賢哥的督促和鼓
勵，我也不會這麼有意志地鍛煉，所以
賢哥對我煉出的身形是『居功至偉』
的！」

■陳豪指導小妹妹望鏡頭。
惡語氣不能長久，所以會跟
子女洗腦式講理論。」笑指
陳豪一定會偏心女兒時，他
笑道：「不會，要一視同
仁，我是一剛一柔一烈，全
家人都已經就晒她，視她為
公主。」

■林俊賢

■黃竣鋒

■高海寧

無懼素顏示人

高Ling：我仲後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高
海寧（高Ling）昨日穿上單肩裙到九
龍灣出席《童夢．迪士尼經典故事
遊》揭幕禮，她表示對 Alice In The
Wonderland 的童話故事最為深刻，
最喜愛 Chip＆Dale， 因為眼圓圓、
臉圓圓及一雙兔仔牙好像她。
港姐出身的高Ling，對於候選港姐
要素顏面試，她認為是好大挑戰：
「不過畀我都夠膽㗎， 點解唔夠膽
呀？我仲後生唔怕嘅，更加可以分辨
到真假，港姐好似唔可以整容㗎嘛，
素顏可以睇清楚有冇整。」 高 Ling
又以師姐身份提點參賽者除了外在
美，內在美都很重要，最好是做自
己，不要對輸贏看得太重，因為參選
的過程會學到很多，會令人成長。
另 外 ， 高 Ling 近 日 正 忙 於 拍 攝
《C9 特工》，早前跌傷了的她，透
露前晚拍攝了一場爬通風槽的戲份，
之後還會有很多爆破、反擊的戲份，
她說：「劇組好錫我，自己都會小
心，做唔到都會用替身，但想出嚟效
果好啲，盡量自己拍。」

■穿低胸裙亮相的唐詩詠好
吸睛。

射向對方龍門，兩人均表現
得互不相讓嘗試將足球吹進
對方大門，場面搞笑，而身
穿低胸裙的詩詠因怕走光，
不時以手掩心口，甚是狼
狽！然後，兩位靚女又大玩
平衡力遊戲，持球走過獨木
橋，並將足球射進龍門，二
人都平衡力十足，輕鬆走
過。
談及工作，詩詠透露稍後
要去深圳及澳洲拍攝劇集
《解決師》，她笑言於澳洲
拍外景時會順便物色對象，
但她接受不到外國人做男
友，還是首選中國人，起碼
較同聲同氣。至於會否玩交
友 App 覓對象，詩詠直言沒
考慮試玩。

■ HSJ 在戶外舞台上演出
在戶外舞台上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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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y!Say!JUMP維港夜景前演唱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尊尼偶像組合 Hey!Say!JUMP（HSJ）
前晚於尖沙咀文化中心為日本 NTV 電視台及 GEM 頻道
（now TV 151 台 ） 錄 影 大 型 音 樂 節 目 《THE MUSIC
DAY 以心相傳》，伴上香港維港夜景進行現場直播演唱。9
位成員大唱《Weekender》、《眼中的銀幕》及《Come
On A My House》，吸引近千名粉絲圍觀，場面墟冚。
在直播前，HSJ 忽然站上臨時舞台，原來 9 子想欣賞維港
的「幻彩詠香江」，他們表現興奮，更與台下粉絲自拍大合
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