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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澤表示首日開工希望順順利利、開開心心，
希望今次可以有更多預算，服裝有型之餘又有

更多動作場面，原班人馬開工當然開心，最好每年
拍一次，好似返到一個大家庭，每日開工也好開
心，好期待一直拍落去，希望收視好過上集。收視
當然有壓力，但學三哥話齋，壓力是動力，如果今
次網上點擊破50億，就叫三哥除衫。Bosco說：「今
次飾演英國特工出身的角色，但先賣關子，讓觀眾
猜猜我到底是忠或是奸。」

Ron被導演要求長期「chok」
Ron同樣叫三哥負責除衫，他說：「三哥着泳褲

造型零舍好睇。」他表示新一輯加入不少新演員，
劇本較之前更為豐富，Ron 被導演要求要長期
「chok」樣，他笑謂：「要Chok住講對白真係有難
度，而且今次有查案的劇情，我會返去煲一煲《名

偵探柯南》偷師先。」梁烈唯對於再原班人馬合
作，他表示：「好開心，亦希望成績比上次更好，
上次Kenny角色好成功，也希望今次的角色更成
功，自己也會好努力地做好。」

三哥拒除衫要「守身如玉」
雖然徇眾要求，但三哥堅持「守身如玉」，他
說：「除衫太幼稚，不過原班人馬再拍，我當然希
望收視更好，觀眾喜歡睇就繼續支持。新一輯角色
和人物關係都跟上次無關，而且有不少新面孔，為
劇集帶來新鮮感，而且劇本添加入好多戲劇和感情
線，務求愈做愈好，好過上一輯。」
馬國明首次參演《飛虎》系列，飾演刑事情報
員，屬於俗稱「狗仔隊」的部門，負責踩線，他
說：「好開心，成班演員都認識好多年，我當然希
望收視高過上一次，演員陣容再大，加上有些荷里

活演員來拍，一定會好。反而今次好多女演員都未
合作過，苟芸慧演我老婆，第一次合作，我都幾期
望，正思考個角色可以點玩，要演到唔似一個警
察。」

余香凝首拍長劇心情興奮
「鬼妹仔」Kelly今次跟Bosco演一對，他們同樣

是英國的特工，也是荷里活影星、「精靈王」Lee
Pace的下屬，將遠赴英國取景拍攝，她說：「演特
工好有型，但要操fit練好身手。」而余香凝第一次
正式拍攝長劇，她直言心情興奮，在劇中演鑑證科
警員，不多槍戰場面，但跟唯唯和Ron會有三角的
感情線。她說：「之前演電影多，本來擔心劇集拍
攝模式很不同，但後來聽唯唯講，《飛虎》都用電
影手法去拍，我就放心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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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高海寧
（高Ling）昨日出席公開活動。提到早前
她和一班好姐妹為岑杏賢慶祝生日，高
Ling表示：「今年是岑杏賢29+1，這個
數字比較有特別意思，所以一班人在酒店
為她搞派對，大家一起聊天、唱歌，影下
很多靚相，加上大夥兒都相熟，十分放
鬆，玩得很盡興。」
岑杏賢和袁偉豪分手後，一直處於單身

狀態，高Ling 透露當日有人帶男生上
來，是朋友來的，「其實杏賢是個好女
仔，學識廣博，性格又好，沒需要介紹，
她對愛情較為謹慎，我們會尊重她的決
定，現時她很享受單身生活，和我們成班
女仔一起很開心，(介紹的男生不是她杯
茶？）問她才知，當日我們焦點是傾旅行
的事，未談到男仔話題，而且她不急於拍
拖，先享受現時生活。」
高ling劇接劇，忙過不停，稍後與李佳

芯到台灣為新劇《殺手》拍外景3星期，
到時不是每日開工，她謂：「已約定李佳
芯去食去買，同事提我減定肥，因台灣有
太多美食，是個放鬆的好地方，那裡有很
多特色咖啡店，好想去影下相、睇書扮文
青，自己都有朋友移居台灣。雖然當地樓
價較香港便宜得多，但我在港仍要供樓，
要多儲些錢才有能力在台灣置業。」

香港文匯報訊容祖兒最近
遊韓國，韓國天團 BIG-
BANG成員勝利一盡地主之
誼，帶祖兒食炸雞，身為
BIGBANG迷的祖兒當然向
外開心Share，昨日她甫出
二人合照，並寫道：「昨晚

他坐着我旁邊，我忍不住想
着歌詞，名留青史最後勝利
不只有一種，各位觀眾，另
外一種叫......勝利帶我吃炸
雞」。祖兒又邊拍片食雞邊
用韓文讚「美味」，不過發
音不正，需由勝利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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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劇集《飛虎之雷霆極

戰》昨日在將軍澳開拍，

今次除了原有班底黃宗澤

(Bosco)、吳卓羲(Ron)、苗僑

偉（三哥）和梁烈唯外，還加入

了TVB男神馬國明，兩位影壇及

視壇新晉女演員余香凝及張曦雯(Kelly)等，令人期待他們

擦出新火花。為祈求拍攝順利，更舉行簡單拜神儀式。

出席的除了主要演員之外，監製樂易玲、查傳誼，創

作總監及導演李惠民，導演鄧衍成、一眾台前幕

後工作人員。Bosco表示希望收視比上集

好，如果今次網上點擊破50億，就

叫三哥除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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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台灣
人氣小天王畢書盡(Bii)於前天假麥
花臣場館舉行《My Best Moment》
香港站演出，雖然過敏感冒症狀持
續了快兩個禮拜，Bii綵排時還很擔
心自己的聲音狀況，但上台後馬上
被香港歌迷的熱情感染，不藥而
癒，高水準唱完整場將近30首歌，
笑稱大家比醫生還厲害！Bii在表演
中演奏電結他大show才華，Bii還
很「識做」地一直發射手指觀眾開
心，整晚氣氛超好，觀眾希望Bii快
點再來！
演唱會以節奏明快的歌曲《Be

My Light》開場，演出不久觀眾即

全部站起來跟Bii一起High，唱到
其大熱作品《Come Back To Me》
時，Bii更拿起電結他彈奏，令全
場熱血沸騰，電結他表演是Bii特
地為了香港場而練習的，相當有
心！之後Bii介紹嘉賓李玉璽(Dino)
出場，更笑說這位師弟比他帥，
Dino出場就跟師兄回話說：「開
什麼玩笑！他才是比較帥！」Dino
演唱了三首歌曲，當中拿木結他自
彈自唱新歌《再見了不安》，盡顯
其音樂才華，在場觀眾都聽得十分
投入。
唱《愛你就夠了》時，Bii下台

跟觀眾互動，豈料觀眾真的太熱
情，大家都由座位上走出來要親近
偶像，令Bii要前進的路都不見了，
Bii也笑說：「咦！看來我的路消失
了。」Bii看到粉絲這麼熱情也十分
開心，親民地跟各位粉絲握手跟
high 5。除了跟觀眾近距離接觸，
Bii還很有誠意地獻唱由Beyond主
唱的廣東歌《喜歡你》，令觀眾十
分驚喜，還說Bii的廣東話標準得像
香港人！

畢書盡唱《喜歡你》獻港迷

遭投訴拍攝常爆肚

張繼聰話被娜姐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電影《女皇
撞到正》中，周秀娜與張繼聰合演一對歡喜
冤家，娜姐笑言有阿聰在場自己會經常
NG，因為需要情緒或深情演繹時就一定不可
以望着他，有他在場實在太開心了。阿聰指
戲中娜姐要找一個陰氣重的男人，而剛巧他
就是陰年陰月陰日出生容易被鬼上身的人，
她就是需要這個中介人與鬼溝通，他本身亦
想找一個有陰陽眼的人去幫他找一個已過身
的人，所以大家為着共同目的，即使互不順
眼也靠在一起，後來了解多了便互生情愫，
但阿聰指拍二人「觸電」的一場戲，本來
浪漫的也加入了喜劇感覺，至於最親密的
鏡頭，阿聰笑說：「好親密啊，就是她拿
樽扑我！」
娜姐又大爆阿聰拍攝時經常爆肚，但阿聰
自問及不上葛民輝，娜姐即笑說：「有場
戲我跟他們二人一起拍，他們很有表演慾
地不停在加對白，我自己真的是打醒12分
精神去演出！」阿聰反而覺得今次難度在
於不停有鬼要上他身，當中包括邵美琪、
吳耀漢和葛民輝，所以演出前都要叫他們
先講一次對白，然後再去觀察模仿演出，其中阿葛的聲音
是最突出，扮他的一場戲被誤以為是阿葛配音，故也很有
滿足感。但同時被輪住「上身」，會否演到精神分裂？阿
聰笑說：「那又沒有，但要全程很謙卑，因為不停求大家
講多一次對白給我聽！」娜姐大讚：「阿聰好犀利，很快
就捉到門路去演其他人，記得拍攝時同坐一張枱，見他去
模仿其他演員演出，感覺真的好享受！」

趙又廷、金泰梨、雎曉
雯、日本超級名模森星、
憑《The Marvelous Mrs.
Maisel》奪得金球獎視后
的 Rachel Brosnahan、
Mary J. Blige、美國年輕
演員Rowan Blanchard、
Olivia Cook等於美國出席
Tiffany 活動。

BIGBANG勝利帶祖兒食炸雞

型男索女

■■《《飛虎之雷霆極戰飛虎之雷霆極戰》》一眾台前幕後齊拜神一眾台前幕後齊拜神。。

■■左起左起：：馬國明馬國明、、黃宗澤黃宗澤、、王卓淇王卓淇、、余香凝余香凝、、吳卓羲吳卓羲、、張曦雯張曦雯、、苗僑偉和梁烈唯將遠赴英國拍攝苗僑偉和梁烈唯將遠赴英國拍攝。。

■黃宗澤同張曦雯都是演特工。

■■勝利勝利 ■■容祖兒容祖兒

■■電影電影《《女皇撞到正女皇撞到正》》中中，，周秀周秀
娜與張繼聰合演一對歡喜冤家娜與張繼聰合演一對歡喜冤家。。

■■周秀娜在片中同張繼周秀娜在片中同張繼
聰聰、、葛民輝葛民輝、、 吳耀漢及吳耀漢及
邵美琪發生很多趣事邵美琪發生很多趣事。。

■■畢書盡向歌迷送心畢書盡向歌迷送心。。

■■趙又廷趙又廷■■金泰梨金泰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