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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魔的 2.0》旺桃花 馬明指監製關照

黃智雯 想趁 低吸 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贏得收視
和口碑的《降魔的》正式開拍續集《降魔的
2.0》，昨日馬國明、胡鴻鈞、黃智雯、劉
佩玥、鄧佩儀、譚凱琪及 C 君等齊齊試造
型。馬明與黃智雯於劇中將再續前緣，黃
智雯更笑指今集馬明身邊多了鄧佩儀和譚凱

做業主

琪出現，馬明笑言多得監製關照，做的士司
■胡鴻鈞與
劉佩玥再合
作，相信默
契十足。
契十足
。

機都有這麽多女生垂青，將來無劇拍也可以
考慮揸的士。

飾演的士司機的馬國明與飾演醫生的黃智
雯於上集感情未結果，續集將再續前

緣，黃智雯更增加了降魔的超能力。黃智雯
笑指今集馬明身邊多了鄧佩儀和譚凱琪出
現，有很多選擇。馬國明也帶笑說：「多得
監製關照，揸的士都有這麽多女生垂青，將來
無劇拍，可以考慮去揸的士！」
馬明日前去車展看車，是否打算獎勵自己換新
車？馬明笑謂經常去車展看車，但都只看不買，因其座
駕才兩年車齡，之前本來想換七人車接載家人，但後來姐
夫先換了七人車，所以即使看中心儀的座駕，也只會換 5
人車。
▲鄧佩儀跟
麥凱程合演
降魔兄妹。

馬明傳授買樓心得

■馬國明與黃智雯將於續
集再續前緣。

女友助蕭正楠夫婦健身 洪永城稱無打算閃婚

黃智雯沒打算買車，她最想買樓做業主，看到樓價有回落跡
象，也想盡快「上車」，她說：「我想有第一桶金，既可以讓家人
住，又可作為投資，但買樓這方面真要請教一下馬國明，因他已是業
主。」馬明也樂意分享投資買樓心得：「我認識一些擁有 2 千萬豪宅的朋
友，了解到愈貴愈大的比較難甩手，兩房單位倒是較容易放售！」
鄧佩儀在新劇中跟麥凱程合演降魔兄妹，其造型感覺較型格性感，降魔時要騷長
腿，平日則作清純打扮，今次她加入會與
「石敢當」
胡鴻鈞發展感情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洪永城（Tony）和
梁諾妍正處於熱戀期，兩人發展不錯，女方亦已融
入男友的朋友圈子，今年將是兩人度過首個情人
節，Tony期待跟女友外遊享受二人世界。
Tony 和何超蓮早前遠赴冰島為護膚品牌拍攝短
片，昨日舉行短片首播會，兩人在台上分享合作感
受，Tony 透露拍攝期間險些被拿着冰鑿的超蓮毀
容，頭顱差點便留在冰島，「我不能毀容，（乘機叫
超蓮養你一世？）我覺得靚仔樣同靚靚皮膚最重
要。」不過，Tony 就大讚超蓮有冒險精神，可以無
懼大風雪，叫大家出外影相拍片，是個既活潑又愛玩
的女生，大有做旅遊節目主持的潛質。
說到女友梁諾妍有否提出想去冰島？Tony 甜絲絲
謂：「她有問過我，其實我們還有很多地方可以一
齊去，我仍在了解她喜歡去哪個地方，自己鍾意不
丹、西藏、尼泊爾，希望她一樣喜歡。」兩人將會
度過拍拖後的首個情人節，大家提議他情人節外遊
慶祝，Tony 謂：「我們未試過外遊，自己都有工作
在身，希望到時有空檔可以過二人世界。」
早前Tony帶埋女友出席朋友聚會，與黃翠如、蕭
正楠一起倒數，Tony 笑說：「女友已融入朋友圈
子，因大家都喜歡運動，會有共同話題。」他任健
身教練的女友便幫翠如 keep 住腹肌，幫蕭正楠整走
豬腩肉，Tony 笑指阿蕭這個星期身形弗了，可以叫
他除衫看看。但Tony就沒受到翠如和阿蕭感染，未
有打算加快結婚步伐，他說：「每個人都有自己步
伐，暫沒結婚打算，（依然是熱戀期？）可以這樣
說，亦不會閃婚，工作為先。」

超蓮情人節都忙工作

超蓮被問到在冰島險些把Tony毀容一事，她解釋
因要大力踩冰，結果失平衡把冰鑿向後掉，險傷
Tony。至於她在當地拍攝的水着照，她謂：「拍得
好驚險，因藍湖是不准拍照，影完先有人叫我不好
影，都算好彩，這輯相是女友人幫我影，不是洪永
城，不過洪永城都好犀利，沿途都有人搵他拍照，
（喜歡Tony這類男生嗎？）要視乎性格，他性格不
錯幾幽默，搞笑都會加分，（新一年想搵返個男
友？）唔會，緣分要來便來，最希望工作上有好成
績，令爸爸媽媽為我驕傲，自己都習慣單身，就算
放假都做慈善，自己成立的慈善團體是在情人節創
立，所以情人節都有工作，如果想約我可以一齊做
善事，（有追求者？）我性格是感覺不到有人追，
除非講到明。」
說到細佬猷啟和女友在社交網「放閃」，問到他們
是否已定婚期？超蓮不欲多講：「等他自己講。」

■洪永城透露拍攝期間險些被拿着冰鑿的超蓮毀容。

◀C 君被爆在
劇中是「鹹濕
鬼」。

紀念入行45周年
方伊琪靚衫靚歌會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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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期聲線出問題
惠英紅針灸開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葉念
琛執導的迷你劇《心冤》前晚舉行首
映禮，演員惠英紅、周國賢、小肥、
黃心美及張同祖等齊出席，場面相當
熱鬧。
惠英紅跨年演出舞台劇《玻璃動物
園》，現尚有幾場要演出，但紅姐表
示其聲線出了問題，故昨日開騷前去
了針灸開聲，她透露舞台劇長兩個半
小時，她就要講足兩小時對白，加上
有不少爭吵的戲，自己又不懂養聲，
中段又不敢飲水怕要上廁所，結果現
聲線低了一度，已經買了消炎噴劑備

用，但她感覺應是聲帶肌肉疲勞。
會 否 怕 了 不 敢 再 演 舞 台 劇？ 紅 姐
說：「不會怕，我也是從舞台出身，
只是覺得要花好長時間，像一個長鏡
頭不停拍，所以每場演出我都會改少
少對白，讓自己和對手都有新鮮感，
但我不會害大家，只在自己的位置郁
動！」紅姐演畢舞台劇後仍要為新戲
開工，農曆年才有假放，所以除夕完
騷也是回家休息，她笑說：「我幾十
歲不去玩了，也是回家玩煮飯仔！」
有男友陪玩？紅姐苦笑說：「有男人
就好了，我都希望有！」

傳以離巢
「扭計」
保地位
吳若希：額頭鑿住星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吳若
希（Jinny）自師妹菊梓喬（Hana）加
入星夢後，一直傳老闆何哲圖偏心 Hana，「一姐」地位被取替，近日再傳
Jinny 為保「一姐」地位，扭計威脅何
哲圖約滿後不再續約，以圖力挽狂瀾，
昨日 Jinny 抱恙到新城宣傳，她聞悉傳
言後便哈哈大笑：「我額頭鑿住『星
夢』，和何哲圖個名已黐在一起。」
Jinny 以商業秘密為由拒絕透露跟「星
夢」合約到幾時，但承認假使約滿都未
有任何計劃，她自喻是公司的「老屎
忽」，由公司剛開始便加入，兩者關係
到「公私不分」地步，原因是她結婚也
是在公司簽紙，一切由老闆安排，對方
如像爸爸身份，在公司和她私生活都擔
當重要角色，所以應該離不開這個大家
庭，跳槽機會率不大。但 Jinny 有所保
留說：「會否續約要到時先諗，或者人
哋唔要我，而且有計劃完約後想生
BB，然後再考慮續約的事。總之現階
段雙方關係良好，相處舒服，亦無同其
他公司接洽過。」
說到公司剛加入另一位女將連詩雅，

吳若希
Jinny 笑說：「無威脅，她很搞笑，人
有點懵，中文又怪怪哋，製造好多笑
話，（會否因資源分薄萌生去意？）如
果想跳槽，有沒有人加入都會跳。」抱
恙工作的她透露身體不適，不停嘔吐，
大家笑她是否又有喜，她否認說：「不
是想生便生，再努力（造人）實畀公司
鬧死，何況今年工作已排得密麻麻，稍
後會舉行群星音樂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焯羚）以斯文優雅聲甜見稱的方
伊琪原來入行 45 年了，一直以來都是唱歌、拍電視劇雙
線工作，適逢今年 45 周年，在好友製作人譚錫禧、經營
食肆「丹桂軒」的律師朋友梁偉源支持下，決定於 2 月 18
及 19 日在文化中心舉行「歌好月正圓」演唱會。演唱會
以花為主題，分四個環節，一是唱花字頭的歌；二是電視
劇主題曲；三是國語經典名曲；四是她自己成名歌。當然
也有靚衫配。除了曾航生、歐信希、譚錫禧、王俊棠等擔
任嘉賓之外，還表示會有位神秘嘉賓。
方伊琪表示，她跟許多小生在無綫劇集內合作，有許多
個「哎呀仔」，如張智霖、黃宗澤和馬國明。Chilam 是
她在電視劇《十月初五的月光》的「親生仔」，雖然只有
幾集戲演出，與 Chilam 特別投緣，可惜已經很久沒聯
絡，但她很掛念這段「情」。而黃宗澤、馬國明則是目前
正在拍攝的「飛虎 2」，黃宗澤演她的兒子。記者建議她
叫兒子助陣，她笑稱，個個都是大忙人，恐怕要登尋
「仔」啟事了！
她本來也想突破，除了抒情歌也有快歌勁舞，但擔心心
臟負荷不了，所以勁歌就由嘉賓歌手負責。因她為了籌備
45周年演唱會，比較大壓力，早前感冒菌入了心臟，現正
在由其中醫胞弟為
她調理，希望到時
有更佳表演。
方伊琪最近與律
師朋友合作搞網上
商店，實行歌而優
則商。由於對方又
是飲食內行人，所
以貨品以民生食品 ■贊助商丹桂軒代表梁律師及演唱會
為主。
製作人譚錫禧（右）全力支持方伊琪。

傅嘉莉被批男友多旺事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傅嘉莉、姜麗文及梁舜
燕等幾位一月壽星昨日出席無綫《一月星辰》，齊齊切蛋
糕慶祝。
傅嘉莉於本月六日生日，她卻慨嘆時光飛逝，轉眼又過
了一年，今年生日她要在工作中度過，應沒時間去慶祝。
不過之前她拍攝新春節目，獲堪輿師傅指點迷津，得知豬
年好旺她，無論愛情和事業皆得意，更指她男友愈多愈旺
事業，最好就超過三個。傅嘉莉笑謂即反問師傅，要是劇
集中男友多又會否旺她，因之前拍下的劇集，每齣她均有
三個男朋友，而師父提點她要多穿紅衫。傅嘉莉指生日前
夕將要開工與許家傑拍
一場車上熱吻戲，她笑
言就當是劇組送給她的
生日禮物，不過由於跟
對方不熟絡，也擔心會
有點難去處理該場戲。
姜 麗 文 將 於 本 月 28
日踏入 33 歲，她願望
身體健康以及創作高質
量歌曲，不過最近父母
不在港，她亦想等哥哥
一起一家人齊齊整整地
姜麗文
傅嘉莉
慶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