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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眾嘉賓先跟現場觀眾互動，
「瓔珞」吳謹言向觀眾大派心

心，引得一陣歡呼聲，不過要數氣
勢最盛還是「皇后」秦嵐出場，整
個錄影廠即時喧嘩起來，觀眾都高
聲大叫「香港歡迎你」。由於佘詩
曼航班未抵港，秦嵐、吳謹言、蘇
青和許凱先錄影問答遊戲，主持鄭
裕玲要測試他們之間是否心有靈
犀，結果他們大都猜中拍檔的個人
喜好及小秘密。之後秦嵐獲安排吊
上半空出場獻唱《延禧攻略》主題
曲《雪落下的聲音》，唱畢後阿佘
終於趕到來，隨即與拍檔合演《延
禧》結局的搞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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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耀祥、蕭正楠、何廣沛化身公
公演出「公公廚房」，為皇后等嘉
賓辦荔枝宴，祥仔炮製一道「荔枝
避風塘炒皇帝蟹」，雖然煎炸蟹腳
時似模似樣，但也嚇得秦嵐、阿佘
等人用揭蓋遮擋，以免被滾油濺
傷。「肥版爾晴」林盛斌（Bob）要
求許凱餵他吃雞蛋仔，Bob一副陶醉
樣子伏在許凱膊頭上，場面驚嚇。
眾嘉賓品嚐過餸菜後都大讚出色，
不過出名醒目的阿佘就踢爆菜式其
實是早已煮好的公司餐廳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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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

阿佘見陳豪笑不攏嘴
阿佘劇中精湛演技令人有深刻印
象，她台上與 Bob 重演「嫻妃」設
計陷害「高貴妃」並攤牌一幕，奸
相 盡 現 的 阿 佘 差 點 拉 甩 Bob 的 假

髮，最後改為狂扭耳仔，連阿佘自
己也忍不住狂笑。最驚喜是陳豪以
皇上身份神秘登場，不准阿佘要孤
獨一生，大講古裝英語要跟阿佘
Go far far away（遠走高飛）。演
出後，陳豪坦言最愛阿佘在結局中
的一幕獨腳戲，表示平時在家不看
電視，但只看阿佘，逗得對方笑不
攏嘴。Bob 就稱因沒有時間綵排，
與阿佘只對一次稿就做，他說：
「聽講是阿佘提議跟我做趣劇，因
為之前我們做過很多綜藝節目，但
拍劇就未試過，我跟她說過終有一
日我們會演一次戲，可能她記得
吧。」適逢昨日是 Bob 正日生日，
他透露會與家人吃飯慶祝兼賞月，
生日願望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黎耀祥也大讚《延禧》可看性
高，雖然他未追完全劇，但已大讚
阿佘、秦嵐、吳謹言等演技好，因
為劇情豐富每個角色都有得發揮，
是劇集成功之處。祥仔更提議公司
與內地劇互相效法，吸收別人長處
就大家都有進步。
錄影最後環節由佘詩曼教吳謹言等
人地道廣東話，許凱、蘇青的廣東話
尚算不錯，吳謹言就笑料百出頻頻咬
字不清，連嘟姐鄭裕玲都取笑她講廣
東話是最渣和最令人期待。
另外，《延禧》幾位主演昨晚又
到新港城同觀眾一起看劇集，度中
秋。許凱覺得香港觀眾很熱情，記
得他是他今年最開心的事，特別是
今年中秋在香港過，過去兩年在工
作中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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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詩曼未能盡地主之誼感內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剛
從北京趕返港的佘詩曼，表示昨晚
又要飛到杭州工作，原本打算帶劇
中演員外出吃飯也要取消，未能盡
地主之誼感到內疚，希望下次有機
會時要好好補償。至於有沒推介必
到景點和必吃美食時，阿佘笑稱秦
嵐等人來港後有出外用膳，但都不
知去了哪裡，所以就算推介他們也
不懂去，說：「因為我們之間有一
個群組，大家都知發生什麼事，之
前在北京他們都常帶我去吃好東
西。」阿佘坦言預計不到《延禧》
有如此大反應，當初接拍時只覺得
劇本好，角色易投入，觀眾反應是
預計不到，並笑道：「好彩大家是
鬧爾晴（蘇青）。」工作方面，阿

佘稱有不少宮庭劇都找她演出，但
因為未落實也不會是今年開拍。有
傳她身價再倍升，阿佘笑道：「都
未接，不知有沒有升，錢不是最重
要，好角色反而難求。」

外，我從來沒演過壞人，所以今次
壓力頗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
許凱前晚抵港時心情麻麻，他解釋
只是舟車勞頓感到疲累，剛睡醒
下機時懵懵懂的，被大批粉絲圍
攏感驚訝，並鞠躬抱歉道：「以
前來港時較自由，第一次完全反
應不過來，大家誤解了我不開心
或黑面，真的抱歉，我怎會對支
持我們的人黑面呢？」盛傳他與
內地女星白鹿拍拖中，許凱希望
大家焦點放在他作品上，其他網
上的說法他也控制不來，所以選
擇不談，但表態自己仍是單身，
擇偶條件是溫柔、善良和單純。
提到劇中主角秦嵐和佘詩曼都配

蘇青稱Bob實在太可愛
與「肥版爾晴」相認的蘇青，笑
稱Bob實在太可愛，也警惕自己吃太
多就會變成對方模樣。對於佘笑指
有她頂住給觀眾罵，蘇青說：「網
友都是要宣洩對爾晴的恨，現實中
我還是很感恩，我也認同劇中爾晴
是最壞的，自己看劇時也很嬲很激
動。」問到會否怕被定型做奸角，
她說：「不會，爾晴是《延禧》中
的意外角色，相信會有另一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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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萬人迷
碧咸（David Beckham）以全球大使身份
出席昨日的保險公司活動，其間播出碧咸
與一班小朋友合拍宣傳片段，當中一班小
朋友化身成記者，圍繞健康話題以答問形
式互動，為配合今次「健康、長久、好生
活」主題，碧咸在台上簽下對人生承諾，
即時寫上「每天微笑和與家人晚飯時要關
掉手機。」
日前剛到過北京的碧咸，自言首次踏

足長城，同行的仔女講了不少長城歷史資
料給他聽，挺覺有趣，碧咸在台上分享到
自己也有壓力的時候，但好幸運過着想過
的生活，提到四個仔女時，碧咸坦言小朋
友會留意父母一舉一動，好似女兒哈七
（Harper Seven）練習體操時，曾經留意
到爸爸在玩手機，便追問爸爸為何只顧玩
手機不是留意她，碧咸便解釋正與太太
Victoria 在視像通話。現場有傳媒問到作
為父母如何令小朋友不要過分沉迷於社交
平台，碧咸稱：「很明白不少父母擔心仔
女亂上社交網，為了保護他們便會監控子
女上社交網，除了 19 歲的大仔布魯克林
（Brooklyn ）之外，都有監控兩個囝囝
用社交網，而大仔也會問自己意見才把東
西放上網。」
他表示作為父母，朝早要叫小朋友起
身、煮早餐，像跟時間競賽，自己都會好
掙扎，因為時間是一種壓力。有時為他們
準備好早餐之後發覺自己原來未食，只好食
他們食剩的食物或者食隻蕉來「醫肚」。
碧咸提到自己的 22 年足球生涯中，加
入過曼聯和皇家馬德里，令他獲益良多，
雖然曾擔任過英格蘭國家隊隊長， 碧咸
表示由細到大都沒想過自己會做一個領
袖， 初心都是踢波，而足球上對他最大
影響的人是費格遜。

周國賢幫前隊友找回團火

碧咸監控囝囝用社交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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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凱擇偶條件要單純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慶
全 ） 周 國 賢 （Endy） 與 新 歌
《錢七》監製 Goro Wong（高
佬）昨日到電台宣傳，周國賢笑
指首次將非自創歌曲派台，主要
是最近腦閉塞寫不出歌」，才誠
邀啟蒙他創作靈感的高佬「出
山」寫歌，也認為對方 10 年前
沒再夾 Band 只走 Tour 荒廢了創
作好浪費，高佬亦表示 Endy 有
再邀請他寫歌，要是找到特別的
主題都會再創作。
Endy 透露年底將推出新碟，
當中收錄與多位歌手朋友合作的
歌曲。至於新歌 MV，Endy 兼
任導演，他慶幸早半天飛往日本
拍外景，否則就受超強颱風「山
竹」影響，不過他不在港就很擔
心家人的安全，因家人形容颱風
來時好恐怖，家裡又搖又漏水，
女兒驚到不敢睡。他笑言帶着慚
愧的心昨晚中秋就陪家人吃飯。

周國賢

Goro Wong

合條件，許凱笑道：「她們都是好
姐姐，對我很照顧，我跟瓔珞也傳
過，其實我們是公司同事，所以私
下很好常有聯絡。」
來港當晚即去紅館欣賞林俊傑
（JJ）演唱會的吳謹言，坦言自己
「J 迷」老粉絲，能走到後台跟偶
像合照感興奮，並說：「他應該有
看過《延禧》，因為他知道我是瓔
珞。」因「瓔珞」一角人氣急升，
有指她的身價已高達 800 萬元，吳
謹言笑道：「沒有啦，都是看劇本
和角色，聽公司安排。」主力仍拍
電視劇的她，希望將來有機會跟劉
德華、梁朝偉、張曼玉合作。

NU'EST W
苦練中文唱《小情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植植）韓國
人氣男團 NU'EST W 前晚在九展舉行
個唱。四位成員在兩個多小時的演唱
會上，接連演唱超過廿首歌曲，為粉
絲獻一場精彩的演出。NU'EST W 以
一襲白西裝，在粉絲的歡呼尖叫聲中
亮麗登場，以《WHERE YOU AT》
一曲為演唱會揭開序幕，全場粉絲配
合音樂大叫應援口號，並落力揮動熒
光棒，現場氣氛高漲。
一輪勁歌熱舞後，NU'EST W正式
向現場觀眾打招呼，成員們逐一作自
我介紹之餘，又不時以廣東話向粉絲
派「心心」及表示「感動」，冧爆一

■NU'EST W
勁歌熱舞引爆
港迷歡呼聲。

眾粉絲！為了讓大家看到 NU'ESTW
的不同面貌，四子分別獻上個人舞
台，由 JR 充滿個性的 RAP、ARON
性感的舞步、REN 的自彈自唱，到
BAEKHO 盡顯唱功的獨唱，散發「四
人四色」魅力。當中 REN 唱到一半更
脫下外套，以透視裝上陣，隨即引來
粉絲瘋狂尖叫。
成員亦為港迷準備了特別演出，以中
文深情演唱《小情歌》，並表示希望透
過歌詞向粉絲傳達心意。當唱到
《THE Girl Next Door》時，REN再
次發揮「撩妹」本領，問粉絲「做我女
朋友好嗎？」冧得台下粉絲如癡如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