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無綫小花朱晨
麗在主演的新劇《特技人》中，
除了應付多場動作戲之外，也有
與「大師兄」譚俊彥有感情線，
日前播出的二人結婚戲，其實只
是一場戲中戲，最後譚俊彥更要
抱起朱晨麗逃走。
雖然譚俊彥在鏡頭前表現型到

爆，但其實有苦自己知，因為拍
攝該場戲份前一天，譚俊彥在拍
攝中途手部受傷，並要入院縫廿
多針，但翌日便要繼續拍動作
戲，令朱晨麗也擔心非常，她
說：「因為佢要抱起我，我驚佢
隻手個傷口爆，所以我自己都有
就力，令佢冇咁辛苦，好在最後
拍幾次就OK！」

講到跟譚俊彥合作，朱晨麗表示很放
心，大讚對方一直表現很淡定，她說：
「真係好似『大師兄』咁，好照顧我哋成
team人，記得舊年開工頭幾日佢生日，
我就準備咗個蛋糕一齊慶祝，當時大家都
未熟，佢有少少尷尬，不過好快熟絡。最
深刻係拍kiss戲，因為當時佢個仔出世第
二日，成個劇組都戥佢再做爸爸開心，我
覺得譚俊彥直頭係大贏家，太太生完第二
日就kiss第二個，好有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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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由黃百鳴監製、
林德祿執導、古天樂、張智霖等
主演的反貪風暴系列電影過去一
直叫好叫座，成績理想，來到第
三集《L風暴》，將於8月23日上
映。動作場面突破以往之餘，亦
有新面孔加入，鄧麗欣（Ste-
phy）是次飾演私影模特兒，帶來
演藝生涯上嶄新的戲路；而陳庭
欣（Toby）及新人栢天男（Ad-
am）則首度參演電影。
Stephy、Toby及Adam日前出
席活動宣傳電影。三位演員於台
上分享拍攝心得，Stephy首次飾
演私影模特兒，為了角色事前也
特意上網搜集資料，造型上還刻
意露腰，增加真實感，就連古仔
對於Stephy 全程露腰也大感驚
訝，兩人還會在馬路上展開一段
跳車逃亡戲，驚險萬分，幸好最
後也順利完成。
Toby首度跳入大銀幕就已經和
古仔、張智霖有對手戲，封街拍
攝槍戰幾日，使用了過千發子
彈，更有爆破反車場面，令她大

感刺激！
承接反貪風暴系列第二集《S風

暴》，今集《L風暴》故事講述
ICAC（廉政公署）首席調查主任
陸志廉（古天樂飾），JFIU（聯
合財富情報組）總督察劉保強（張
智霖飾）同時偵查一宗海關關員
狄偉傑（謝天華飾）貪污及洗黑
錢案，但二人苦無線索。這時廉政
公署L組（內部紀律調查組）總調
查主任程德明（鄭嘉穎飾）收到
模特兒Eva（鄧麗欣飾）舉報，指
陸志廉收賄1,200萬，陸無法辯解
即時停職。為洗嫌疑陸四出搜證，
同時被黑白兩道追捕；隨着調查
的不斷深入，劉發現陸被誣陷，並
跟一直調查的洗黑錢案有着千絲萬
縷關係，更懷疑銀行主任游子新
（栢天男飾）協助犯罪集團首腦
王海禾（譚耀文飾）洗黑錢；國
家反貪局偵查處處長洪亮（丁海
峰飾）來港，給劉保強提供了重
要情報，兩地合力打擊貪腐；陸亦
冒險搜證，過程中遭禁錮，命懸一
線……

天馬電影現送出《L 風
暴》換票證 20張予香港《文匯

報》讀者，有興趣的朋友請剪下香
港文匯報印花註明「《L風暴》娛樂
版」送飛，連同貼上$2 郵票的回郵信
封，寄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
心3 樓─香港《文匯報》， 數量有
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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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y令古仔好驚訝

■■StephyStephy飾演私影模特兒飾演私影模特兒。。 《《LL風暴風暴》》

■■古仔和古仔和StephyStephy展開一段逃亡戲展開一段逃亡戲。。

上載百日宴相一時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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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香江
明月夜」慶中秋活
動自9月21日起演
出。今年將由中央

民族樂團演出民族器樂劇《玄奘西
行》。是次活動的舞台監督為馬國
慶，以下為他的介紹：
馬國慶為中央民族樂團國家一級

舞台監督，更是演出部副主任。他
曾多次參與文化部舉辦的「春節聯歡晚會」、「元宵節
團拜會」的演出組織工作及大型音樂舞蹈史詩「復興之
路」、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
利70周年大型文藝演出工作等。
他更長期擔任本團民族音樂會、大型民族樂劇《印

象國樂》、《又見國樂》、音樂劇場《尋找杜甫》、
大型民族器樂劇《玄奘西行》等劇目的舞台監督。

香港文匯報訊（實
習記者 張雅婷 ）Fa-
bel 新 歌 《寂寞塗
鴉》MV雖然帶點憤
世嫉俗控訴現實社
會，但大家往往只會
着重眼前事物，實則
都是過眼雲煙之事。
其實 Fabel 二人都是
開朗的人，最喜歡是
到世界各地旅遊增廣
見聞後而可以投放於音樂上的創作。
他們出道至今，一直想為樂壇做一些事，眼見近好

幾年樂壇好像迷失方向，歌手們的歌類幾乎只為迎合
市場而作，幸好他們仍有公司的支持，一直能堅持電
子音樂上的創作，令人一聽就知已是Fabel 的風格，
所以他們仍會堅持自己的音樂風格，可以鼓勵樂壇多
元化，只要堅持就有人欣賞支持。二人更說不要做
「樂壇喪屍」，誓要用堅持的心，用對音樂的愛和熱
誠，去溫暖去感動，讓那些「喪屍」重生，那樂壇才
能回復以前百花盛放的年代。

第十九屆「香江明月夜」
慶中秋系列活動

主 辦：國家文化和旅遊部
香港主辦：中華文化城有限公司
協 辦：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特別支持：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

室宣傳文體部
演出單位：中央民族樂團
演出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演出日期：9月22日晚上19:45演出。門票由7月16

日開始，在各城市電腦售票網公開發售。
9月21日晚場、22日下午場及23日晚場
(三場門票均已售罄 )

節目查詢：28809622
票務查詢：37616661

馬國慶監督「明月夜」舞台

余文樂親手揭開
香港文匯報訊 余文樂早前為當「新手爸爸」而放「侍產假」，

專心照顧太太王棠云和兒子余初見（Cody），囝囝已3個多月

大，樂仔特別為愛兒搞了百日宴，並於社交網站分享照

片，可是樂仔卻一時大意讓囝囝的可愛樣子曝光了！

Fabel誓不做「樂壇喪屍」

■馬國慶

小鳳姐：只係鬥大聲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張雅婷）
日前徐小鳳作客TVB娛樂新聞台節目
《StarTalk》，接受主播許文軒專訪，
大談即將舉行紅館個唱感受。對於演唱
會歌衫方面，小鳳姐笑說：「一定會着
衫！大家可以放心！」問到經典波點裙
會否再現舞台時，小鳳姐表示非常矛
盾，她說：「我有改過用唔同顏色嘅波
點裙，但着咗之後覺得自己好幼稚，於
是放棄咗，好似垃圾蟲咁！唔知點解都

係黑白順眼啲，但我會繼續試唔同嘅顏
色。」
小鳳姐一向非常幽默，而且親民又

貼地，原來小鳳姐對一些時下玩意好
似瑜伽、唱K、行山同街頭跑步等亦
有留意，絕對跟得上潮流！對於Bus-
king（街頭賣唱），小鳳姐則說：
「我第一時間諗嘅係啲音響得咩？我
都想去feel下，其實外國係好普遍，
但佢哋會分開遠啲咁玩，喺香港逼埋

一堆，大家只係鬥大聲，聽嗰個都好
辛苦。」問到小鳳姐會否在街邊食魚
蛋時，她說：「以前有，近期少啲，
但我會買外賣，唔會企喺度食，我要
為香港文化打氣，食魚蛋冇問題！」
而小鳳姐亦自爆出埠玩過山車經歷，
她說：「最近出埠玩過山車，坐完好
後悔，以前都好少玩，今次無啦啦傻
咗去玩。（驚唔驚？）梗係驚！仲驚
咗好耐，以後唔敢玩。」

指香港Busking太逼

■■余文樂一家為余文樂一家為CodyCody準備準備
溫馨百日宴溫馨百日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小鳳姐小鳳姐((左左))親民親民
又貼地又貼地。。

■■FabelF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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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yCody乖巧地伏在爸乖巧地伏在爸
爸身上爸身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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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囝囝生肖屬狗因囝囝生肖屬狗，，余文樂收到余文樂收到
「「毛巾狗仔毛巾狗仔」」後也甚感興趣後也甚感興趣。。

余文樂和太太王棠云近日為Cody
搞百日宴，宴會上擺出可愛蛋

糕、Cupcake慶祝。而樂仔亦於社交
網站開心 share 蛋糕照，並留言：
「Happy 100 Days.」，不過卻意外曝
光用囝囝相片製作的裝飾。相片隱約
看到Cody鼻子高高、嘴細細，笑得相
當可愛。樂仔察覺囝囝樣曝光後，雖
然隨即快速刪走，但仍被網民成功cap
圖。樂仔的親友也分享百日宴的花
絮，更留言大讚王棠云是世上最好的
母親，但甫出時也用上圖像來遮蓋
Cody的容貌，非常小心！
樂仔之後再上載父愛滿瀉的抱住

Cody之照片，留言：「PaPa love you
so much」。雖然樂仔仍然不想讓兒正
面曝光，但Cody乖乖地伏在樂仔身
上，網友們睇相都感受到溫馨氛圍。

婚後變化：工作非首位
而樂仔目前繼續努力工作賺奶粉

錢，日前更到杭州出席活動。樂仔一
出場，台下數千觀眾及粉絲尖叫聲不
斷，樂仔還主動走到粉絲群簽名，十

分親切。
大會更讓阿樂欣賞毛巾操，

還安排三組成員比賽，以毛巾
摺成不同禮物送給他，由他選
出優勝者，當中包括：「毛
巾花」寓意代送給樂仔太
太，毛巾還可以為BB冲
涼，一物兩用，「毛巾狗
仔」送贈生肖屬狗的囝囝
Cody、還有「三隻毛巾
熊」，寓意樂仔一家三口永
遠幸福，樂仔在台上流露幸
福笑容，全部接收大家心意。
問到樂仔當了好老公、好

爸爸之後最大變化是什麼？阿
樂坦言：「結了婚，有了孩
子，最大變化就是工作不是放
第一位。我想這變化也很正常，
在座結了婚、有孩子的，都會明白
我的感受。」提到 3個多月大的
Cody，樂仔變成「廿四孝潮爸」，他
指自己負責陪兒子玩，現時兒子對一
切事物也很好奇，所以他就孭住兒
子，或推BB車，陪伴去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