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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儀）陳家樂與衛詩雅昨日身穿運
動服到旺角出席服裝專門店活動，兩人
即場跟 DJ YIN 打碟，家樂又用霓虹燈扭出
心形圖案，為 DSE 放榜的同學打氣。兩人首
次合作一同拍飛車戲，家樂克服撞車陰影酷
炫車技得詩雅大讚，但場面驚險，好驚
啊！詩雅送醉酒家樂回家，家樂自稱首次
有女仔載他回家，遭媽咪調侃。問及
兩人未來關係發展，拭目以待！

關係親密一同出遊

首合作
家樂詩雅
樂表示鍾意踢波及跑
陳家步，詩雅就表示喜歡行山

及游泳，不過二人近日都要忙於
拍 電 影 《 掃 毒 2》 而 沒 時 間 運
動。家樂表示早上六點收工後便
來出席活動，晚上再要拍夜班。
問到可辛苦？家樂笑說：「唔辛
苦，令我腎上腺上升原因係可以
同兩個偶像，劉德華同古天樂合
作。」

詩雅被家樂媽咪調侃
詩雅笑指這是其中一個令他們
撐住精神的原因，她又透露前晚
■陳家樂表示此次拍攝飛車戲時沒有勾起 首次拍了一場飛車戲，當時由家
樂駕駛，她坐隔籬。問到家樂的
之前的撞車陰影。

炫車技

駕駛技術如何？詩雅大讚說：
「佢手車真係得，拍完導演邱禮
濤都讚，佢同啲車好貼，好似下
一秒會撞，我不停話好驚好驚，
佢反而話我手車唔得。」詩雅解
釋因之前和家樂及一班同事去遊
船河，但家樂玩到中場已喝醉，
於是她便充當司機送他回家，不
過家樂就嘔住都要教她路。家樂
笑言因部車是他的，加上詩雅唔
熟路，還是首次有女仔載他返屋
企。詩雅謂之後自己坐的士返屋
企，媽咪就笑指這是愛。她又自
爆原本想向導演自薦揸車拍戲，
但試了一 take 就放棄了，因他們
一開車就已是一百咪。家樂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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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閨蜜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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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期間還性感上陣，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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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撞車，問到拍飛車場面，可有
勾起陰影？他說：「嗰次都唔係
我揸車，所以冇陰影。」他又透
露之後還有很多槍戰及飛車場
面，預計要拍到八月。

首次合作拭目以待
詩雅表示入行十年，首次跟家
樂合作拍電影，下半年亦會每日
相對，說到家樂已回復單身，可
會日久生情？詩雅就有所保留
說：「我識家樂時佢都係單
身，自製緋聞都冇人信，
而家有『詩家情』。」
至於家樂就叫大家
拭目以待。

李亞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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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祖藍學做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李
亞男昨日到商台宣傳首次推出的烹飪
書《暖男廚房》，稍後會在書展舉行
簽書會，她透露花了一年時間儲食
譜，以3天時間拍下30多道菜，這本
書用意是想鼓勵女生們不要輕易放
棄，自己之前也是在挫敗中成長，但
不好認輸。她回憶拍拖時有為老公王
祖藍下廚和煲湯，祖藍的反應很直
接，會直指難食或者直接推開，同時
飲水，他的家人對食的要求很高，可
能由細到大都是食家，簡單一碗魚蛋
米都會尋求最好味的店舖，對蒸魚都
好講究，對我來說會有壓力。
她笑說：「以前立志結婚後唔會煮
飯，自知沒有天分，就算媽咪親自教
我都不肯學，當做了太太後便有所改
變，因想老公食得健康。」亞男又在
奶奶身上學懂煲湯技巧，問到奶奶對
她廚藝評價，她表示：「未算高手，
但有進步，應該有 6、7 分，未至滿
分，祖藍就會讚『你好叻呀』，更會
在朋友面前讚我廚藝了得，真的很開
心，朋友試過我手勢都讚好味，之後
更會跟着學。」亞男自爆最高紀錄一
個人煮 19 個人分量的菜，很有滿足
感，但真的太辛苦，以後最多煮十個
人的分量就好了。
明顯發福了的亞男，原來正調理好
身體，為生 BB 作準備，說到其好姐
妹岑麗香（香香）在社交平台疑似宣
佈有喜，她表示：「唔清楚，暫時應
該冇喜訊，唔排除將來會有 BB，希
望快些有 BB！（你們都快生 BB）唔
好有壓力，要保持輕鬆心情，否則很
難成功。」

Super Girls 互相調戲好親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組合 Super
Girls，為慶祝成軍 7 周年，特別推出新歌
《閨蜜專用》。日前，五人為新歌《 閨蜜
專用》拍攝跳舞 MV，期間還性感上陣，又
晒長腿又騷小蠻腰。為了今次拍攝，她們
透露事前做足準備功夫，「 由於今次 MV
的服裝設計會露少少肉，所以我們都好努
力做 gym 及跟餐單進食，務求以最佳線條
示人。」
究 竟 Super Girls 之 間 的 親 密 程 度 有 幾
深？五人透露已到達肉帛相見的地步，她

阿 Sa 為吳肇軒唱歌慶生

前晚踏入凌晨十二時，好友子彤、
Sabrina、Locker 突然現身，給正在
準備開工的軒仔帶來驚喜，劇組也特
別為壽星仔準備蛋糕慶祝，軒仔感到
意外，驚喜地說：「沒想過他們突然
出現，剛好劇組放消夜時間，我以為
我經理人叫我出去吃消夜，怎知一出
來就見到大家，一下子還要戲內戲外
兩家人，約都無咁齊人，所以好開
心，還要今晚無波睇，大家時間充裕
好多！」大家還為他唱了中英兩版的
生日歌，他笑言今年生日分外熱鬧，
人腳足夠落場打世界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楚貽）香港藝術中心用
來推薦優秀作品的電影院將於明天正式命名為「古
天樂電影院」，並同時放映本年度最期待的電影
《逆流大叔》。
古天樂自出道以來為香港電影作出很多的貢獻，
早期參演許多經典劇集及電影，塑造了許多經典人
物形象。後來，古天樂專注於電影事業，經常出現
在大銀幕上，深受大眾喜愛，並於四年前成立天下
一電影製作，一年內投資拍攝大熱電影 《迷城》、
《殺破狼 2》等至少 8 部電影，多為高票房高口碑
作品。近期與香港藝術中心達成合作關係將於未來
三年持續進行「香港好電影」的放映活動，其中電
影包括香港新一代本土導
演作品以及經典電影作
品，以支持香港電影的發
展。
古天樂接受傳媒的短信
詢問回應道：「在電影圈
多年，見過很多本地誠意
之作但卻苦無上映機會，
我一直也在想，究竟有什
麼方法能夠將這些電影推
上大銀幕呢？機緣巧合之
下跟香港藝術中心促成了
這次合作，希望大家多多
支 持 『 香 港 好 電
■古天樂
影』」。

古天樂傾力支持香港好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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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楚貽）吳
肇軒前晚在新片拍攝現場與經理人
公司 Ronnie、胡子彤、張蔓莎（Sabrina）、林家熙（Locker）及戲中
一家蔡卓妍(阿 Sa)、文雪兒、章國
明、導演梁柏堅、監製錢小蕙等一
起慶祝 25 歲生日。吳肇軒還以心儀
導演王家衛曾在訪問中所說的一句
話：「一個人廿歲太年輕，廿五歲
剛剛是黃金時代，是最精彩的時
候。」來迎接自己廿五歲生日的心
情，且感激一直跟他奮鬥的所有
人，令他獲益良多。

胸？』。」問到五人之中，哪位成員身材
最好？Jessica 表示大家都好平均，Aka 就自
言近視最深，所以每當出 trip 的時候，其餘
Super Girls 成員都非常喜歡跟她同房，Aka
說：「她們就算除晒衫周圍行，我都看不
到。」
問 Super Girls 在這 7 年間有否意見不合？
她們坦言絕對是有：「7 年裡點會有人不吵
架？就算同屋企人都會有機會嗌交，不過我
們好好彩，所謂的吵架主要圍繞工作，每遇
到意見不合時，我們都會以投票來解決。」

們憶述曾經有次出外工作，入住溫泉酒
店，但由於酒店房間沒有沖涼地方，五人
要一起到公眾池沐浴，其中 Yanny 表示：
「真係好好笑，因為 Aka 超級保守，她到
公眾浴池沖涼，就好似嚴陣以待，將所有
毛巾披上身、 遮遮掩掩地行，搞到 Heidi
對眼都忍不住盯着她。」不過 Cheronna 就
解釋 Heidi 當時並非「盯」Aka，而是望着
她，Cheronna 說：「浸溫泉真係好熱，於
是我企起身，對着 Heidi 伸懶腰，Heidi 呆
望着我，我問『Heidi，你係咪望緊我個

■李亞男

歐陽偉豪
新書為運動擔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歐陽偉豪
（Ben Sir）、嚴浩及宋
芝齡等昨日出席一出版
社 2018 香港書展新書巡
禮，Ben Sir 即將在書展
推 出 第 四 本 著 作 《Ben
Sir：體育堂》，他表示
自己早年曾當體育老
師，雖然不是運動家，
但今次可食住世界盃熱
潮，亦希望擔起普及運
動的責任。問到會否擔
心書展出書時撞正水着

寫真活動，Ben Sir 笑指
他稍後都會以「偵探」
身分出席伍倩彤的水着
寫真活動，順勢宣傳自
己有份參與的網劇。
另宋芝齡將於書展推
出 一 本 《 韓 語 12 小
時》，她表示其韓語學
校成立剛十周年，故想
突破一下便推出新書，
今次特別之處是，這屬
於一本韓語速成的書，
配合特設的 App 便可將
書中文字轉化成語音教

■宋芝齡

■歐陽偉豪

學，並專誠到韓國找當
地配音員來配音，男、
女聲都絕對發音正確，
而製作這 App 成本已經
超過十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