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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偉近日與 3
位小演員一起拍
廣告。
廣告
。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 者 李
思穎）近年已甚少為港姐擔
任司儀的曾志偉，對於去年
的港姐賽制被評「慘不忍
睹」，今年港姐再有新構思
是取消到外地拍外景， 取
而代之是在香港西貢等地取
景，志偉聞言笑指：「西貢
好遠， 距離將軍澳很
遠」，而他依然喜歡昔日製
作模式，保留原味！

笑西貢外景已遠離電視城

■應屆港姐日前
到西貢取景拍節
目。 資料圖片

志偉偏好

港姐舊有製作模式

23 年為「奇華」餅店擔任代言
志偉連續
人，近日拍攝新一輯月餅廣告，當中他與
3 位分別是兩歲半、3 歲和 8 歲的小演員一起拍

攝，故事中志偉大部分時間都是裝睡，他笑言
是歷年來最舒服的一次，有時更抵擋不住睡魔
呼喚，真的睡着了。昨日廣告首播禮上，志偉
和 3 位小演員齊齊現身整月餅，他們更互相整
蠱把麵粉塗在大家的臉上，志偉討得小朋友歡
心被送吻兼餵吃月餅，感覺溫馨，不過志偉整
出來的月餅卻被兩歲半大的女孩嫌棄，不肯拿
着照相，場面搞笑。

或三代同堂拍廣告

■志偉整出來的月餅被其中一位
女孩嫌棄，
場面搞笑。

餅。
獲餵食月餅。
■深得小朋友歡心的志偉

志偉不諱言與小朋友合作永遠最難搞，笑
言：「我瞓着就無嘢搞，我瞓醒就難搞，有時
我做得好，他們又必未理想，他們得時我又未
必得，但拍攝過程很開心，花了一日半時間完
成， 同小朋友合作好處是出來效果很真，（經
常整蠱他們？）通常他們拍同一樣鏡頭便悶，
我要引他們開心，但嚇他們又會喊。」提議志
偉與孫仔合作拍廣告，志偉謂：「我的孫很
大，大孫女有 17 歲，最細一個 5 歲，或者明年

同其中一個合作，之前媽咪、女兒三代同堂出
過鏡，後生版的三代同堂可以考慮一下。」
志偉剛完成兩部電影返港，分別是到昆明和
台灣拍攝，剛從台灣回來的他被問到會否擔任
今屆港姐司儀，他謂：「 我剛剛回來，搵我先
啦，暫時沒傾過， 也要視乎製作模式是否適合
自己，如果好似去年講兩句便費事。」 有網民
笑指昔日無綫安排港姐在外地拍攝變成只在香
港西貢取景， 志偉反問：「是否越南（胡志明
市）的西貢。」得悉是香港西貢時， 他笑說：
「西貢咁遠，距離將軍澳（電視城）好遠。」
是否覺得失色？他說：「我鍾意以前模式，有
些東西可以不斷更新，有些要保留原味，始終
是每年一度觀眾期待盛事，我喜歡舊有模式，
相信大家都想睇泳裝和答問環節，雖說是幾個
評判畀分，其實也是全民投票，出埠的花絮更
能令新聞界多些報道和討論，可以加深認識一
班港姐，節目會更好睇。今年佳麗質素勝過去
年。」

談戀愛好怕悶

Gin Lee 擇偶重幽默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樂隊 Supper Moment 與 Gin Lee
（李幸倪）昨日以「超級榮譽太陽使者」與港台太陽計劃的「太
陽學堂」學員交流分享，並首度公開合唱「太陽計劃 2018」主題
曲《分享的勝利》。
Supper Moment 表示，其實早於 7 年前曾經提議過《點滴》這
首歌很適合做太陽計劃主題曲，現這首歌經過重新編曲及譜詞，
終於以全新面貌完成使命。四子坦言歌曲未被採用而感不悅，也
不覺得因現在知名度增加可踏上紅館開騷才被注視，當然他們會
希望知名度有增加，然而他們向來實事實幹，不為知名度才夾
band，一直以來是真心想到海外尋求更多探索，而 8 月他們便可
在台北作首次專場演出，其中成員 Sunny 更是兩年都在台灣過生
日，也榮幸能跟各成員共度生日。

自薦做Supper Moment騷嘉賓
Gin Lee被Supper Moment叫做「阿堅」，她笑言大約6年前已
被叫這花名，一直發揚光大，Gin Lee 也很開心能跟 Supper Moment 合作，感覺他們很好玩、幽默又有實力，尤其欣賞他們的熱
血，故想自薦做其演唱會表演嘉賓。記者笑她像揀男友般？她笑
說：「也差不多這些條件，男仔有幽默感好重要，否則會好
悶！」

■家樂帶了電
影精品答謝粉
絲。

陳家樂包場與粉絲睇戲

香港文匯報訊 陳家樂
早前因拍攝電影缺席
《兄弟班》首映禮，所
以他之後決定包場與逾
百粉絲欣賞《兄弟
班》。現場粉絲觀影後
反應非常熱烈，他們表示
電影十分熱血感人，粉絲
們即場高歌溫拿的名曲
《千載不變》，場面熱鬧
又溫馨。家樂特地帶了電
影精品答謝現場粉絲，更
在散場後逐一與粉絲合
照，他表示希望日後有更
多機會與粉絲聚會。
■家樂出力宣傳《兄弟班》。

■ 朱晨麗躋
身一眾猛男
當中也不輸
蝕。

朱晨麗拍爆炸戲心慌慌

■Gin Lee表示
Lee 表示，
，很開心能跟
很開心能跟Supper
Supper Moment合作
Moment 合作。
。
另談到昨日她做受訪嘉賓被學員發問，她坦言被問感情事也不
怕，因自己可以選擇不回答，不過面對傳媒她會盡量配合去分
享，當然每個人都有私隱，所以範圍以內的會樂意分享，她笑
說：「其實我很隨心，有時會想結了婚也不講，但又或者講了才
結婚！」笑問她今天有何想法？Gin Lee妙答：「今日當然未結婚
啦！」

胎盤位置低

林芊妤望順產

香港文匯報訊 林芊妤（Coffee）自從宣佈懷孕兼下嫁才俊
老公後，本來應該享清福做少奶
奶專心養胎，不過熱愛瑜伽的她
未有停下工作，日前更從早上8
時開始教瑜伽，到晚上出席活
動，仍未有倦意。
Coffee 日前出席活動，與 20
位大肚媽媽練習孕婦瑜伽。懷有
「肚腩仔」6個半月的她身形依
然好fit，做瑜伽也是綽綽有餘。
她在活動上向一眾準媽媽透露自
己希望可以順產，但因為胎盤位
置低，要視乎之後「肚腩仔」的
成長狀況及胎盤位置會否回復正
常，才能決定是否需要開刀。
至於生完BB後會否暫停所有
工作專心相夫教子，Coffee就坦
言：「要睇吓到時情況點樣，不
過我真係太鍾意做嘢，應該會
keep住工作。」她更揚言將來希
望同囝囝一齊做親子瑜伽。
她又透露8月份會同老公到歐
洲自駕遊當作度蜜月，會去法
國、意大利、德國等地，算是他
們最後一次享受「肚腩仔」 出
世前的二人旅行；之後會開始減

少工作量，靜待BB出世。 問到
會否擔心旅途太過奔波或者「肚
腩仔」會趕住出世，她表示：
「今次會是自駕遊，由老公揸
車，我大部分時間坐喺度，應該
問題不大，不過如果真係早咗出
世就可能會做咗法國人喇，哈
哈！」
Coffee 當晚除了示範瑜伽動
作，也不忘分享自己「長胎唔長
肉」的心得，飲食方面就少食多
餐，另外就是做適當適量的運
動。活動結束後，一班準媽媽爭
相和Coffee合照留念，更互相比
較肚子大細。問到「肚腩仔」是
否還未改名，Coffee就表示要留
待老爺奶奶做決定。

■懷有身孕的林芊妤繼續教瑜
伽。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梁敏義）無綫小花朱晨麗（朱朱）主演的新劇《特技人》
將於下周推出。今次朱朱躋身一眾猛男包括譚俊彥、林師傑及羅浩銘當中，絕對巾幗
不讓鬚眉！開場重頭戲交代身為女特技人的她有份參與一場車戲拍攝，卻因失誤令
車輛翻側，眾人落力搶救新加入團隊的新丁，然而幾秒後車輛突然發生大爆炸，此
後特技隊成員各散東西，揭開故事序幕。
談到拍攝這場爆炸戲，朱朱坦言害怕：「當時我真的驚，因
不知爆炸實際情況會如何，工作人員有派耳塞給我們護耳，
但身體卻不能用保護墊。我知道爆炸點很接近自己，可能
只隔開兩三個身位，擔心有意外的話可能會燒傷！」
由於爆炸只能拍 1 次，台前幕後事前試過多次排練，而
拍攝由半夜開始，收工時已接近黎明，製作相當認真。朱
朱又謂：「正式拍攝時內心相當忐忑，我們的表現絕對是發
自內心，相信當時反應一定是最自然的呢！」朱朱直言
■
自己拚搏演出，只要效果理想及觀眾喜
拍攝
由半
歡，已相當滿足。
夜已
經開
始。

■人仔細細的希桐好
可愛。
網上圖片
■陳倩揚一家五口樂也融
融。
網上圖片

為千金改好名
香港文匯報訊 前港姐陳
倩揚上月為老公陳浩然誕
下女兒，昨日她在社交網
站上載一家五口的新相，
並宣佈囡囡的名字叫陳希
桐，英文名為Aurella。
相中見倩揚抱着未滿月
的希桐，老公與兩子羲廷

陳倩揚爆愛女大食

及羲穎則在旁，場面溫
馨。別看希桐人仔細細，
倩揚大爆女兒原來好大
食，她搞笑地代入囡囡身
份留言道：「我叫陳希
桐，英文名係 Aurella，每
日我都飲好多，飲完有時
會同兩個哥哥玩一陣，有

時會瞓覺，醫生都話我同
媽媽配合得好，我會錫住
媽咪，夜晚畀佢瞓多啲
覺，多謝大家嘅祝福！各
位 Auntie Uncle 滿月飯見#
轉眼妹妹快滿月#媽咪亦都
就嚟可以出關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