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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繼早前在米
蘭出席品牌活動後，衛詩雅
近日轉飛法國現身巴黎時裝
周，短短三個小時內先後成
為兩大品牌的座上客，率先
欣賞最新時尚配搭，她笑言
件件衫都好靚，件件衫都想
買，鞭策自己返港後要更努
力工作。
首次到巴黎的詩雅坦言很

新奇，不但感受到當地人的
生活態度和步伐，讓她也不
期然輕鬆下來。由於離港工

作差不多兩個星期，另回港
後又要準備維港泳，因此她
每天起身後都會由所住的酒
店練跑跑到不同景點，邊欣
賞美麗景色邊鍛煉身體，讓
她感覺心曠神怡，笑言此刻
就是欠了一個男伴！臨行前
身邊的朋友都說法國的治安
一般，所以她也為自己的行
李買了保險，幸好一切安然
無恙。不過，身邊有工作人
員財物不翼而飛，她自己也
加以警惕。

香港文匯報訊蔡一傑早前為了第
一首日文歌《One》，拉隊飛赴日
本秋田拍MV，他特別挑選在冰天
雪地靚景拍攝，因為新歌寓意世界
是美好的，冰雪也被他溶化。愛美
的傑仔竟以一身單薄春裝Look，在
雪地上狂奔又瞓身，笑言要用自己
的身體戰勝大自然！
到達秋田即遇上大風雪，不過傑

仔揚言從未擔心過受影響，因為他
很有信心一定會順利完成。今次同
行的還有經理人林珊珊，傑仔笑
說：「今次去秋田係貪佢夠白雪茫
茫，又夠凍，又夠淒美，不過真係
好凍。」此行最大挑戰是要他身穿
單薄衣衫在雪地上拍攝，令他覺得
很特別。他自言平日在陸地上跑得
多，但是在雪地奔跑原來是很艱難
的事，傑仔說：「好似人生咁，幾
難行的路都要行落去，仲要笑住咁
行，今次我嘅新歌是可以帶出正面
訊息，因為世界是美好的，冰雪也
被我溶化了！」
在冰天雪地下，傑仔只穿一件薄

T恤、一件背心及春裝外套，他笑
言要用自己身體戰勝大自然，不過
卻苦了一對手，因為手接觸了冰凍
空氣在1、2秒便會凍僵，他形容是
瞬間變凍，其實是痛多過凍！林珊
珊則身穿超保暖雪褸說：「傑仔真
係唔怕凍，佢冇打底又冇暖包，佢
以為自己喺夏天。」此外，在拍攝
期間巧遇幾位來自台灣的粉絲，難
得有緣相見當然要影相留念！

曾計劃拍旅遊節目
傑仔希望每首新歌MV能到不同
地方拍攝，上次《流淚的怪獸》是
到珀斯拍外景，今次到秋田，他希
望下次到法國南拍攝，他表示，有
計劃過拍旅遊節目，他想去澳洲的
大自然景點拍攝，在構圖上可以讓
眼睛去旅行。除了靚景外，傑仔對
美食亦一樣有心得，他笑言自己很
為食，對烹飪亦有研究，最好是一
邊玩、一邊食、一邊拍、一邊唱，
可以寓工作於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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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鄧紫棋（G.E.M.）前
日於上海出席「Stan Lee 動漫宇宙
展」，大會宣佈G.E.M. 將成為Stan
Lee旗下動漫的其中一位新超級英雄角
色！暫名為「JEWEL」，以G.E.M.
為設計藍本，「宇宙G.E.M.」今次認
真名副其實！
雖然今次年屆95歲的「Marvel 之

父」Stan Lee 未能出席，但大會播放

出早前他與 G.E.M. 見面的片段。其實
Stan Lee早在去年底曾到港與G.E.M.
見面，初步商討合作計劃，當時 Stan
Lee還大讚G.E.M. 有漫畫相。
初次成為「超級英雄」的 G.E.M. 表

示超級無敵興奮，並透露一向視
「Iron Man」為夢中情人：「我上次
有捧着 Iron Man 的喇叭，叫 Stan
Lee幫我簽名，很多女孩子都很喜歡

Iron Man，是自己的夢
中情人。」 問到她最想得
到哪種超能力？貪心的 G.E.
M. 竟然想集所有超能力於一
身，她笑說：「我能想像出來
的超能力都希望擁有，例如像奇
異博士可以控制時間，像 Iron
Man 那麼有錢，像蜘蛛俠飛來飛
去。」

陳明憙首演音樂劇
梁詠琪力撐探班

香港文匯報訊 陳明憙（Jocelyn）近月留在上海為
舞台音樂劇《愛在星光里》積極排練，星期一至六都
要接受密密麻麻的訓練，包括排舞、練歌、背台詞、
練習肢體動作。首演音樂劇、對白更要講普通話，身
為唯一一位香港演員的Jocelyn坦言有一定的壓力，
她說：「好在我的角色係講我剛剛在外國回來，講對
白需要有ABC口音，但我嘅壓力唔係來自台詞，而
係我第一次做音樂劇，但綵排咗一段時間，發覺同唱
歌一樣，都係一種表演，我會盡量享受個過程，同觀
眾有真實嘅交流。」

有意挑戰演奸角
問Jocelyn會否因此愛上做戲？她坦言希望將來有

機會越級挑戰不同的角色，她說：「其實近兩年都有
機會拍一啲網絡短片，又喺北京電影學院讀過演員課
程，發覺自己愈來愈鍾意演戲，就算要我做奸角都可
以，一定會好好玩、好大挑戰。」
由出道至今，梁詠琪（Gigi）一直好支持Jocelyn，
Gigi上星期到上海睇演唱會，也順道探Jocelyn班，
看看她的綵排情況，Jocelyn說：「Gigi都有睇過劇
本，佢話有被故仔感動到喊，好開心佢嚟探我班，希
望十一月公演嘅時候，Gigi都可以嚟睇我演出。」
雖然要埋頭苦幹綵排舞台音樂劇，但另一邊廂，

Jocelyn仍努力錄製新歌，為鄭中基（Ronald）首次
執導的電影《阿龍》獻唱插曲，二人更會合唱，「其
實每日綵排完，都要做好多音樂嘅工作，包括作曲，
所以我帶埋樂器嚟上海，遲啲 都會返香
港宣傳同Ronald 合
唱嘅新歌，希望大
家都會喜歡呢首歌
啦！」

加盟「Marvel 之父」旗下 宇宙G.E.M. 成超級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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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由張智霖及王陽
明，以及薛凱琪與梁靖琪 （To-
by）主演的網劇《蝕日風暴》正在
熱播，雖然該劇由Toby父親梁家
樹監製，但Toby拍攝時不但未有
因而獲得厚待，甚至要比同劇演員
付出更大的犧牲，一幕真身遭「生
葬」的場面可真嚇壞觀眾。
Toby於《蝕日風暴》中演一位

脫離毒販集團的「娃娃兵」，為
求生活，會接受各種「任務」換
取金錢，其中受王陽明所託保護
張智霖，更與薛凱琪對打，拳拳
到肉。雖然今次Toby與梁家樹
「父女檔」參與網劇製作，但身
為監製的梁家樹竟然「落場無父
女」，拍攝時未有錫住女兒，To-
by 於劇中連場打戲，又慘遭活
埋，簡直吃盡苦頭。
回憶當時拍攝情況，Toby直言

環境非常惡劣，加上天氣不好，

令她更加緊張，她表示︰「我記
得當日天氣好差，泥又濕，真係
好驚！因為心理上感到有好多蟲
在泥裡鑽來鑽去，拍了兩天，重
複要跌落一個窿後再被活埋，拍
攝後我連內褲也濕透。」
回想被沙泥埋住的一刻，Toby

表示︰「好像經歷生死一樣！原
來被活埋真係好驚，因為我連頭
也要埋在泥土當中，嗰刻睇唔到
嘢，又好難唞氣！真係好恐
怖！」
完成拍攝後，Toby因滿臉泥濘

不能抹眼，故要幾位工作人員由
泥土中拖上來，Toby笑說︰「拍
完起身時，要幾個工作人員拖我
上去，因為不可以即時抹眼，要
先用水清洗。拍攝後便回去沖
身，不過洗了三次頭仍然有沙，
耳仔即使每日清潔，也足足一星
期仍有沙在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陽波 西安報道）第五屆絲綢之路國

際電影節將於本月8日至13日在絲綢之路

起點─陝西西安盛大舉行。本屆電影節不僅較之往

屆具有新的特點和亮點，同時亦吸引了更多的海內

外電影人參與，可謂眾星雲集。目前已確認由成龍

擔任形象代言人，張嘉譯擔任推廣大使，景甜擔任

青年形象大使，著名導演謝飛擔任評委會主席，近

百名海內外影星和導演出席。此外，來自美國、意

大利等國的多位著名影星，也將在電影節上與中國

觀眾見面並近距離交流。

執委會相關人士透露，已成功舉辦
了四屆的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

有很多不同於其他電影節的特別之處，
不僅以「絲綢之路」命名，同時也有兩
個「輪值」東道主。一個是陸上絲綢之
路的起點─陝西西安，一個是海上絲
綢之路的發祥地─福建福州，一西一
東，一北一南，一陸一海，相映成
輝，海陸相融。兩地輪流舉
辦，以電影為紐帶，傳承絲
路精神，弘揚絲路文化，促
進絲路沿線各國文化交流與
合作。
本屆絲綢之路國際電
影節由國家電影局指
導，陝西省政府和福建
省政府主辦，以「新時
代．新絲路．新視界」
為主題，共設置了開幕
式、主賓國活動、電

影展映、電影論壇、電影評審、全民電
影嘉年華、閉幕式暨頒獎典禮共7個主
題單元。除了成龍、張嘉譯、景甜之
外，組委會還邀請了陳凱歌、閆妮、盧
靖姍、黃曉明、徐崢、寧浩、俞飛鴻、
關曉彤、吳克群、郭濤、林心如、陳志
朋等中國影星，以及美國克里斯托弗．
沃肯，阿根廷馬塞羅歐根，美國丹尼斯
吳，意大利瑪莉亞．古奇諾塔等國外著
名影星。此外，《胖子行動隊》、《在
乎你》、《天下無拐》等16個劇組也
將攜新作出席。

免費展映百部經典
中國著名導演謝飛將擔任評委會主席，

美國著名動作片導演雷尼．哈林、格魯
吉亞著名導演瑪麗安．卡琪瓦尼、著名
美術師霍廷霄、著名演員郭濤、媒體評
審李春利、張立出任評委會成員。在電
影節期間，他們將共同從來自68個國家

的565部中外優秀影片中，評選出2018
金絲路傳媒榮譽「最佳故事片」、「最
佳動畫片」、「最佳紀錄片」、「最佳
男演員」、「最佳女演員」等5項大獎。
據悉，本屆電影節將更加突出全民

參與，不僅新增「青年導演交流論
壇」、「電影辯世界」、「大師嘉年
華」、「展映嘉年華」等特色活動單
元，還將在西安高校和社區免費展映
國內外優秀影片147部，掀全民觀影
熱潮。而曾打造了《速度與激情》和
《極限特工》系列的荷里活傳奇導演
羅伯．科恩，將在「大師嘉年華」為
中國觀眾帶來一場別開生面的主題公
開課。「電影辯世界．首屆全國高校
電影辯論賽」，則匯聚了內地及港澳
台24所頂尖高校參與，為青年人打造
了一個亮出電影觀念新主張的專業話
語權舞台，進一步提升電影節在當代
大學生中的影響力。

父監製網劇無優待 梁靖琪遭活埋喊驚

■■電影節日前正式對外發佈主題活動電影節日前正式對外發佈主題活動。。

■■衛詩雅衛詩雅((中中))在場與邱勝翊在場與邱勝翊((左左))和曾之喬合影和曾之喬合影。。

■■梁詠琪梁詠琪((中中))身在上海時特地去探陳明憙身在上海時特地去探陳明憙((左左))班班。。

■■梁靖琪飾演脫離毒販梁靖琪飾演脫離毒販
集團的集團的「「娃娃兵娃娃兵」。」。

■■梁靖琪全身要梁靖琪全身要
埋在泥堆中埋在泥堆中。。

■■蔡一傑早前飛赴日本秋田拍蔡一傑早前飛赴日本秋田拍MVMV。。

■■對比林珊珊等人對比林珊珊等人，，蔡一傑的衣着明顯超單薄蔡一傑的衣着明顯超單薄。。

■■成龍和景甜分別擔任形象代言人和青年形象大使成龍和景甜分別擔任形象代言人和青年形象大使。。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嘉譯是內地著名
張嘉譯是內地著名演員演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名導謝飛擔任評委名導謝飛擔任評委
會主席會主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G.E.M.G.E.M.的超級英雄角色的超級英雄角色
暫名為暫名為「「JEWELJEW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