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楚耀揹起傅嘉莉時已臉有難色。

做高難度動作失手
關楚耀傅嘉莉成滾地葫蘆

身材明顯不敵張秀文
張曦雯呻件衫難「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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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張雅婷、劉悅）美國搖滾樂隊
Linkin Park 主音之一 Mike
Shinoda，前晚假九展舉行
「Post Traumatic Tour」香港
站，亦是其首次以個人身份在
香港演出。 Mike 演 唱 了
《Roads Untraveled》、《Sor-
ry For Now》等 Linkin Park
金 曲 ， 以 及 《Crossing A
Line》、《Over Again》等個
人作品，歌迷連連歡呼尖叫，
現場氣氛熱烈，Mike更用普

通話對歌迷說「謝謝」，今次
來港開騷亦是想親自感謝歌迷
的支持。
Linkin Park 主 唱 Chester

Bennington去年在家中自縊身
亡，Mike今年6月推出的新
碟《Post Traumatic》，正是
為致意亡友而創作。在演唱
會中途，Mike彈奏起Linkin
Park 經 典 曲 目 《In the
End》，並邀請觀眾演唱原曲
中Chester所唱的部分，場面
令人感動。

Linkin Park主音襲港開騷
Mike悼念亡友Chester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張雅婷）名模Jessica
C.（JC）、Ana R.及Rosemary等昨日下午出席
「Now TV 2018 年第三年季度全新節目巡
禮」，她們更收到大會送贈的今季巴塞隆拿的BB
球衣，上有球星古華特的簽名。
穿着高跟鞋的準媽媽Rosemary上台時，特別
小心扶着自己的肚子，工作人員在旁邊也小心翼
翼地攙扶。問到是否會從小培養他們做足球員？
JC表示囡囡Tessa非常活潑，特別喜歡追着球跑
來跑去，還會讓爸爸安志杰做守門員。Ana R.
就說：「女兒Maya好鍾意同爸爸一起睇波。」

JC爆好動囡囡愛踢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譚
俊彥、朱晨麗（朱朱）、關楚耀、沈卓
盈及傅嘉莉等昨日到一間學校為無綫
新劇《特技人》宣傳，並即場玩遊
戲，一眾演員玩角力遊戲，之後譚俊
彥身貼身揹起朱晨麗做高難度動作，
關楚耀揹着傅嘉莉時失手變了滾地葫
蘆，朱朱玩遊戲時不肯除長襪，被譚
俊彥踢爆她經常着花邊婆襪，見不得
人。而朱朱昨日雙眼通紅，她指應該
是之前開工用了不太亁淨的化妝品，
雙眼受細菌感染引起紅腫，看過醫生
搽藥膏後已經開始好轉。

提到前晚播出朱朱做傅嘉莉替身，
穿上性感運動型泳衣做跳躍動作打沙
灘排球，朱朱表示最初自己也不太接
受到，服裝經導演和監製商討過她才
穿上，她說：「這次跟選美不同，要
做好大動作但下身條泳褲又超高開
衩，在戶外拍攝時會驚途人影到走光
相，還好效果都不錯，收到不少朋友
的短訊向我講恭喜。」不過她笑言自
己年紀大，真要勤加操練，身材才可
與當年選美時相比。
沈卓盈在劇集《特技人》中，跟譚俊
彥育有一子但卻分開了，今次是她首次

演阿媽角色，兒子更12歲大，至於與譚
俊彥第一日合作即要拍接吻戲，她笑
說：「當時大家也不相熟，而且要在車
上錫錫，鏡頭要360度去拍，所以我一
開口就問他要不要香口膠！」
另談到好姊妹陳凱琳（Grace）婚

禮因峇里島附近發生地震有傳改在布
吉舉行，沈卓盈笑謂：「我好替她開
心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但不好講到好
似我結婚般，還是留給當事人去講，
當然安全最緊要。」問何時到她報喜
訊？沈卓盈表示待Grace結婚回來便
摸摸她沾其旺氣。■之後更失手，二人齊變滾地葫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吳卓羲
（Ron）與劉心悠前日在旺角女人街拍
攝電影《再見．女人街》外景，在悶熱
環境下開工第一場就拍追逐戲，被古惑
仔狂追，Ron一手拖着心悠拔足狂奔，
然而心悠步伐不及Ron快，一下起步動
作就拉傷了右腳大腿肌肉，但之後心悠
忍着痛楚捱足七、八小時繼續開工無法
去看醫生，工作人員唯有給她敷冰止
痛，亦避免「捽」患處怕會腫起來。心
悠自己都堅持不用看醫生：「只一直擔
心拍攝時感覺跛吓跛吓，而拍完那場追
逐戲，導演本以為我笑了要重拍，但看
play back後知我是面露痛苦表情就收
貨。」記者笑指是Ron令她受傷，心悠
替Ron辯護指與他無關，且對方一直很
照顧她，只是拍攝前自己忘記拉筋才會
受傷，會否怕傳緋聞？心悠笑說：「無
可能，我是緋聞絕緣體！」
至於心悠緊身背心短褲造型似足盜墓

者羅拉，心悠笑言戲中是飾演搬運工
人，要揸大貨車，腰間繫上「叮噹袋」
放手機，拍之前要跟師傅學車，就連推
車仔都要學。

對沒親熱戲感失望
Ron受訪時多番強調非因他令心悠拉

傷，心悠亦已經講了與他無關，Ron形
容：「當時是導演要求，我們想跑快點
一take過不要NG，而拍打戲時我都推開
她一點免被打親，不過心悠好專業，受
傷後仍堅持拍下去。」Ron透露於戲中
飾演賭檔睇場，是暗戀心悠的中學同
學，由鬥氣冤家再互生情愫，只是沒親
熱戲：「有少少失望，今日最好，拍了
場拖手戲，沒想到一拖手就拉傷，真的
不好意思。我要對她好一點，不然一定
千夫所指，心悠BB畀我拉親喎！」
提到舊愛張馨予傳出婚訊，Ron大方

送上祝福：「恭喜她！」但表示自己的感
情狀况屬單身，工作排至明年也沒時間
識女仔，有指張馨予的未婚夫是名特
工，Ron笑說：「我夠係警察咯（戲內），
總之恭喜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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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農
夫、張曦雯、張秀文、楊洛婷、麥美
恩等前晚出席「On Stage 大舞臺」
30周年活動，更邀得杜德偉擔任表演
嘉賓。農夫被問到會否擔任今屆港姐
司儀，他們表示：「有在洽談中，搵
到我哋一定做，始終港姐是一大盛
事，但8月撞正我們巡唱，都要視乎
日子而定，我哋十年無做過巡唱，會
赴內地和大馬演出。」笑指兩人是否
收得太貴，陸永即澄清：「不會啦，
我哋好抵，唔夠budget（製作費）更
加要搵我哋做。」C君續說：「有無
麥美恩就好難講，她是天后級主持
人，收天價的，當然都希望同嘟姐
（鄭裕玲）拍檔，嘟姐收得貴，更加
要搵我哋來平衡條數。」
有傳被無綫「封殺」的曾
志偉無緣任港姐司儀，C
君說：「沒試過同志偉拍
檔做港姐司儀，但有試過
給他拍打臉和後尾枕。」
張曦雯和張秀文不約而
同穿上黑色低胸喱士打扮
現身，但見身材明顯「縮
水」的張曦雯完全不敵上
圍澎湃的張秀文，張曦文
直言：「這件Top太細，

不能塞太多嘢，沒什加工。（平時
有加工？）會有多些support，都會
視乎套衫的感覺，今日想着得型少
少，通常model上圍都平一些。（泳
衣會加工？）保持正常，因游水好
容易把東西跌出來，浮了出來便不
好，但求自然適當。」
張曦雯亦覺得擁有驕人身段的張

秀文無須加工，秀文表示：「件衫
露背只能用nude bra，算是最少加工
的一次。」說到她身材太勁，很難
扮演男性化角色，她即說：「我想
宣傳吓，其實我份人好男仔頭，但
經常要扮小三、情婦和勾引人，不
是不喜歡做，但做出來不是太似，
未夠入戲。我個樣圓碌碌，勾引人

有欠吸引力，希望我
是大婆命，做不到小
三。」
已為人母的楊洛婷

以低胸高叉裙騷腿示
人，有指她上圍「升
級」，她表示：「跟
以前一樣，但有做機
令上圍更結實，做了
媽咪後都不可太保
守，出門時見到老公
都有讚我靚。」

■Mike Shinoda 用普
通話向港迷致謝。

劉悅攝

■Jessica C.(左一)、Ana R.(右二)及
Rosemary(右一)獲贈BB球衣。

張雅婷攝■■張秀文張秀文 ■■張曦雯張曦雯 ■■吳卓羲吳卓羲 ■■劉心悠劉心悠

■賴慰玲(右)拒幫陳瀅擋緋聞。 ■一班演員為新劇《廉政行動2019》試造型。

陳家樂陳家樂 陳瀅陳瀅
自信唔會傳緋聞自信唔會傳緋聞

一個封絕緣體
一個拒開工時搵對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陳家樂、陳瀅、賴慰玲、黃智賢、洪永城、 滕

麗名等昨日在將軍澳電視城為新劇《廉政行動2019》 舉行造型及拜神儀式。剛

甩拖的陳家樂和陳瀅在劇中首度合作，兩位單身男女均很有信心不會傳出緋聞，

家樂更自言是絕緣體，陳瀅則不會在工作中找對象。

家樂和陳瀅在劇中會合力調查案件，問到兩
人有否發展機會，家樂笑說：「劇集發展

到第五集都無感情線，導演希望留下伏線， 令
觀眾覺得我們將來有發展。」說到陳瀅大讚他在
《逆緣》 中表現出色，他開心謂：「多謝陳小
姐，我都好欣賞她，感覺對方很友善，但現時不
想講感情事，等大家熟絡再算， 基本上我們只
見過幾次面，上次為劇集開會先真正交談， 佢
都好肯同我傾偈，份人好nice。（擔心會傳緋
聞？）我暫時是絕緣體。」家樂本身已接下兩部
電影，最後經協調後才可以接拍這部劇集。大家
指他豬籠入水，家樂承認賺得多過以前，但仍需
努力儲錢買樓。
而陳瀅有看過家樂演出的《逆緣》，大讚對方
演得好，問到會否擔心傳緋聞，她肯定說不會：
「ICAC套劇無感情線、無咀戲、好正經，很開
心接拍那麼正氣的角色。（你們都是單身， 會
否有發展機會？）應該沒有，大家都好忙。」此
際，陳瀅顯得有點不自然，臉紅又抹汗， 還叫
身邊的賴慰玲幫她擋緋聞，可是給賴慰玲拒絕：

「為何要擋？你都是時候拍拖。」陳瀅認同是時
候拍拖，但這樣講出來似乎有些「猴擒」，她笑
言：「不會在工作時間搵男友， 工作時會好正
經。（家樂是否你喜歡的類型？）不知道， 我
們只是第二次見面，不是太熟悉。」

賴慰玲將偕夫賀陳凱琳
陳凱琳（Grace）和鄭嘉穎傳因印尼地震，一

對準新人會把婚禮地點由峇里改為在布吉舉
行，身為Grace好姊妹的賴慰玲和陳瀅對婚禮
地點守口如瓶，賴慰玲表示：「他們還未公佈
地點，因想婚禮低調進行，所以詳情要留待當
事人公佈。（去峇里的話會否擔心地震？）總
之他們去哪個地方，我們都會跟住去，他們出
席我都會出席，會去送上最大祝福。不過囝囝
未有護照不能同行，只會同老公出席，到時都
會有好多朋友，當是旅行去玩！」賴會準備人
情做賀禮，陳瀅則未能抽空出席Grace婚禮，
但會送上自家品牌首飾及電話殼給一對新人。

■■剛甩拖的陳剛甩拖的陳
家樂和陳瀅在新家樂和陳瀅在新
劇首度合作劇首度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