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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慶全）黃
翊昨日到電台宣傳
新唱片，他指首次
舉行完售票的演唱
會，才發覺自己完

全沒有壓力，完騷後行去後台感覺輕到
似飛起一般。他表示演出前重練自己的
舊歌，但發覺以前唱歌好嫩口似小鮮肉
的聲音，然而現在已是午餐肉。黃翊表
示最近都算雙喜臨門，開完演唱會又可
出唱片，他指本來只做一首歌報答歌
迷，後來改變主意自資花了約六七十萬
做大碟錄了十首歌，他笑說：「今次用
了一年多時間花上不少心機心血，我是
90年代歌手，慣用震音顯功架，現唱歌
則講感覺。」問唱片有否在其食店寄
賣？他笑言要食客邊吃飯邊買唱片感覺
好怪，不過大家倘若喜歡，他就多送親
筆簽名和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
穎）梁洛施（Isabella）、陳
靜（DaDa）、陳奐仁、徐天
佑等昨日在中環為賀歲片
《恭喜八婆》片開鏡，看起
來瘦削不少的Isabella自言可
能是沒有了baby fat，絕對不
是外間所指患上厭食症，現
時有118磅，不算很瘦。她表
示劇中扮演其中一名「八
婆」，詳情則不作透露，因

只客串二日戲。原來是機緣
巧合下促成這次合作，Isabel-
la笑說：「一周前在商場碰見
導演，佢話咁啱想搵我拍
戲，下周便開鏡，我笑問有
無咁啱，當時對方話未有劇
本，我都係昨日先收到劇
本，好驚未有準備下開工，導
演真係太睇得起我，沒有遇見
他，我便沒緣分拍這部戲，不
過他有透露我會同一位超有分
量，又是白馬王子，大家夢寐
以求的男演員合作，暫時我不
能講。」Isabella表示會重投
影圈發展，明年會正式接拍另
一部新戲，有好劇本便繼續
拍下去，現在三個囝囝留港
生活，交由自己媽媽照顧，
自己會在工作和小朋友的時
間上取得平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
惠英紅、張之珏及李居明昨日到
電台宣傳舞台劇《玻璃動物
員》，訪問期間李大師指紅姐的
面相和命格是相學上拿作人辦的
教材，因她上半生坎坷，但她又
是慈善太后葉赫那拉惠氏，正黃
旗後人，當年才有資格選秀女，
被視為貴族，紅姐即笑說：「我
真的是奇人，但現在是賤格
格！」
李大師又指紅姐兩額現青筋屬

趕夫格，所以只能與電影拍拖，

不過屬牛、屬龍，生於西曆一月
份的男士則適合做其老公和情
人，而紅姐到2022年會有愛人出
現，2026便會訂婚，不過現開始
有22年大運行。紅姐聞言掩面搖
頭笑說：「大師幫我招親，真的
好醜呀，我 21年沒拍拖大家又
知，時辰八字又被公開，大肚腩
有臭狐的又寫了出來，但也不怕
了，我都坦蕩蕩了！不過26年我
67歲，應該還行得到！」大師又
補充追她的是小鮮肉，紅姐大反
應說：「我不喜歡小鮮肉，我不

要湊仔，我要壓得住我的人，太
幼稚的我會藐他！」
談到多年沒拍拖，紅姐記得大

約十年前曾玩叫弟弟扮其男友
到中環恩愛拖手，要是給偷拍就
出來澄清，可是弟弟卻回她一
句：「那我以後怎樣見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孫耀威（Eric)昨
日到電台宣傳新歌《#DLGH跌落個海》，他透露
這首歌是取材於網上短片，有位地盤工人打風仍在
開工，被問為愛還是責任，他答道：「係窮呀！」
因此想寫首歌講出男人心聲，為男人打氣，爆完句
粗又是一條好漢，故MV也找來的士佬、地產經紀
和退休阿伯畀五百蚊一齊掉落海拍攝。
Eric最近為本月16、17日於九展演唱會排練，見
他瘦到臉都變尖，他自滿地說：「我好像打了幾十
支botox般，其實已減了十公斤，尚欠兩公斤就達
到58公斤的目標，輕了瘦了覺得好正，老婆都對
我說演唱會後可否不反彈，因為覺得我好sexy！」
Eric笑指最近落街洗車都赤裸上身，太太跟來，
他笑說：「就好像playboy
頻道，拿水喉四圍射
水，又射向太太！」問他
打算在個唱露幾多肌肉？
Eric表示看歌迷反應，自
己向來怕熱，而有幾件衫
是他設計，一扯就只剩un-
der：「不過我不是脫衣舞
男，但我開騷習慣不穿底
褲，所以會真空！」會否
怕射燈會透視？他笑說：
「有 3D 神鵰效果！哈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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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麗欣推陳凱琳
彈開兩呎遠

Grace credit :
Make-up:Circle Cheung@Ndnco
Hair:Sue Cheung @ hair corner

Stephy credit：
Makeup: Cyrus Lee

Hair: Euling Chow @ IL COLPO
場地：The Stadium（觀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鄧麗欣（Stephy）與
陳凱琳（Grace）於電影《起底組》合演無父無母相依
為命的姊妹，做警察的鄧麗欣姐兼母職，陳凱琳卻很反
叛，姊妹間既愛且恨經常吵架，卻吵出真感情。
Grace初次拍電影，感覺陌生又緊張，也害怕自己表現得不
好。Stephy在影圈超過十年資歷，未察覺Grace太緊張，演出
也不似新人般，故一起合作得很愉快。二人在戲中有多場激烈
吵架場面，Grace更要爆粗罵家姐，由於導演臨時加插沒告知
Stephy，故演出時也給平日斯斯文文的Grace嚇了一跳，做出
驚訝的表情，也中正導演要求的反應。此外，拍吵架時會激烈
到有推撞，Stephy笑言試過推開瘦弱的Grace，對方就彈開了
兩呎遠，真怕Grace骨折，亦因為對方體形纖薄，常常不敢站
得太前免得自己會好肥，Grace笑謂拍吵架戲互有推撞，真
想過要求在胸前加墊保護。
電影以姊妹情為主外，也講述數年
前解款車跌錢事件，戲中林耀聲等
人做「高登仔」幫手起底協助破
案，題材寫實，Stephy笑言以
前都幾驚網友，怕看到被狠批
的言詞，所以一直都不去看，
不過現發覺他們原來消息也很
靈通，很有團結精神，當中也有
叻仔不一定是宅男。

《八級大地震：命懸一劫》
挪威災難地震重現

香港文匯報訊 由挪威熱爆賣座電影《驚逃
駭浪》(The Wave) 頂尖實力班底打造，最震撼
災難場面、絕境中種種人性掙扎，猶如歐洲版
《加州大地震》(San Andreas) 的挪威災難鉅
製——《八級大地震：命懸一劫》，將於今日
上映。
今次《八級大地震：命懸一劫》將再下一

城，災難場景由小鎮移師到大城市，破壞力百
倍增強，逼力十足！電影靈感來自1904年，重
創挪威的奧斯陸峽灣5.4級大地震，未上映已引
起全球關注，早前更獲選為「挪威國際電影
節」(Norwegi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開
幕電影，好評如潮，更被譽為「近年最好的災
難電影之一！」。
電影延續《驚逃駭浪》故事，由挪威影帝基
斯杜化祖拿(Kristoffer Joner)，與拍檔安妮妲爾

托普 (Ane Dahl Torp) 再度聯手，化身絕境中
掙扎求存的夫妻，上演105分鐘驚心動魄逃生
之旅，面對前所未見的挑戰，在危難中傾力保
護家人，並協助廣大市民逃生，幕幕緊張又觸
動人心！配合極其逼真震撼的視覺特效，令人
恍如置身其中，勢必再創票房紀錄！

荷里活男星「精靈王」
Lee Pace首度來港兼拍

港劇，他表示明天正式開工拍
攝，昨日是他第一次見其他演
員和製作團隊。問到為何會參
演港劇，他稱一直對中國很有興
趣，以前也去過上海拍戲，很開
心和榮幸可與邵氏合作，也有看過
第一輯《飛虎》，感覺不錯。至於拍

港劇有沒有提出特別要求，Lee Pace笑
稱自己是個易話為的人，酬勞也不是吸引到
他的原因，主要是被香港的美食吸引，因他
一直想品嚐地道點心，如果工餘有時間也
想去行山親近大自然，更問記者可以

到哪個山徑碰見周潤發。Lee
Pace透露他的角色頗為

複雜，正邪難

分，由於他不懂廣東話，對演出都有少少緊
張，希望到時大家對他有更大的耐性，最多
對手戲會是跟黃宗澤，事前也有上網搜集和
了解對方的資料。

Bosco游說樂易玲粉墨登場
三哥苗僑偉、吳卓羲和黃宗澤再度攜手合

作，他們表示故事雖與首輯完全不同，但卓
羲和Bosco仍是跟三哥搵食。問到劇中會否
除衫騷肌肉，三哥稱平時已有做運動喼弗，
但覺得騷肌肉欠缺新鮮感，今次應該重劇
情和大場面，也要欣賞Lee Pace的演技。與
Lee Pace最多對手戲的Bosco，被取笑衝出
香港做「國際波」，他也刻意穿三吋高跟鞋
來彌補身高上的差距，更要努力練好英語跟
對方溝通。三哥就踢爆Bosco為新劇緊張不
已，試過半夜三更致電給他傾心事。吳卓羲
劇中就周旋於余香凝和蔡潔之間，雖然劇本
未寫到有否親熱場面，但他已預計到會有情

到濃時。問到三哥是否出面拉攏吳啟華、蒙
嘉慧加入《飛虎》團隊，他說：「不是，啟
華跟幕後相熟，其實第一輯已想找他做，今
次他做我上司，官仔骨骨的形象很壓場。」
而Bosco也努力游說樂易玲粉墨登場演女特
首，坦言特首一角除汪明荃外，非樂小姐演
出莫屬。

馬國明刻意減磅操弗身形
新加入的馬國明駕開篷跑車出場時因開不

到車門，最後由車廂中跳出來，他透露劇中
飾演狗仔隊去跟蹤目標，角色設定是個有大
肚腩和體能差的人，害得他事前刻意減磅操
弗身形，現在要設法符合要求。提到與好兄
弟吳卓羲、黃宗澤再合作，馬國明稱自《衝
上雲霄》後十多年沒有三兄弟一齊開工，感
覺像回到從前，因為大家都沒變過愛整蠱
別人。至於絕跡社交網的他終於開設
微博賬戶，他解釋主要方便在
內地工作和宣傳，也是
時候學習玩社交
平台。

驕陽電影現送出《八級大地震：命懸一
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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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級大地震：命懸一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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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花

惠英紅2022年有真愛出現

黃翊自資出碟梁洛施客串演「八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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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獲荷里活影星Lee Pace加盟的

邵氏網劇《飛虎之雷霆極戰》昨日舉行大

型記者會，主角苗僑偉、吳卓羲、黃宗澤

（Bosco）、馬國明、蒙嘉慧、吳啟華、梁烈

唯、苟芸慧等悉數亮相，唯唯特別情商好友借出

五輛跑車，讓一眾型男駕駛戰車出場，氣派十

足。而Lee Pace則從大銀幕中剛降落的飛機

中步出，首次跟香港傳媒見面，並大晒廣

東話：「大家好，我是Lee Pace，好

開 心 來 到 香 港 拍 《 飛

虎》。」

捕捉發哥捕捉發哥

被點心美食吸引來港拍劇被點心美食吸引來港拍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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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行行 山山
被點心美食吸引來港拍劇被點心美食吸引來港拍劇

Lee PaceLee Pace
捕捉發哥捕捉發哥

孫耀威瘦到臉尖

■■孫耀威孫耀威

■■黃翊黃翊

■惠英紅、張之亮及李居明到電
台宣傳舞台劇。

■ 《 恭 喜 八
婆》眾演員出
席開鏡。

■■《《飛虎之雷霆極戰飛虎之雷霆極戰》》舉行記者會舉行記者會，，荷里活影星荷里活影星Lee PaceLee Pace、、苗僑偉苗僑偉、、吳卓羲吳卓羲、、黃宗澤黃宗澤、、馬國馬國
明明、、蒙嘉慧蒙嘉慧、、吳啟華吳啟華、、梁烈唯梁烈唯、、苟芸慧等悉數亮相苟芸慧等悉數亮相，，一眾型男駕駛戰車出場一眾型男駕駛戰車出場，，氣派十足氣派十足。。

■■Lee PaceLee Pace表示來香港拍劇表示來香港拍劇，，
酬勞不是吸引到他的原因酬勞不是吸引到他的原因，，主主
要是被香港的美食吸引要是被香港的美食吸引。。

■苗僑偉駕駛名車
出場，氣派十足。

■■《《八級大地震八級大地震：：命懸一劫命懸一劫》》

■鄧麗欣
與陳凱琳
於 電 影
《 起 底
組》吵出
真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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