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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愷早前於第三屆澳門國際影
展暨頒獎典禮中，被大會頒

發明日之星。張藝謀導演新片《影》將在
港上映。鄭愷於片中飾演沛國主公「沛
良」與鄧超一人分飾的沛國重臣「子
虞」、替身「境州」、孫儷飾演的「小
艾」有多場對手戲。為拍好此片，鄭愷在
進組之前不單學書法，也學射箭。
「 慶幸能再與張藝謀導演合作，片中
沛良這個角色屬於腹黑型，常常有大段獨
白。我一個人的台詞大概就有 2 頁紙。差
不多有十分鐘的內容。有點像莎士比亞的
戲劇了。差不多說了十分鐘。而且張導還
不停地往裡加詞，因為他覺得我行的，那
時的壓力特別大。為了演好這個角色，進
組前去北京什剎海，跟老大爺一同在地上
練書法。然後就是練習箭術，也下了苦
功。為了體現人物真實的微醺感，拍前喝
真酒後上場表演，直言只有喝真酒才能將
自己拉到人物的感覺中去。 」

堅持秉承初心
從國家短跑運動員到入讀上海戲劇學
院。 大學期間開始拍廣告，被譽為「廣
告小天王」，之後主持 《奔跑吧兄弟》

憑「小獵豹 」令他名利雙收，拍了六
季，節目為他帶來強勁知名度，微博粉絲
逾四千萬 。 早前在澳門國際影展和演員
Zaira Wasim、 Anne Curtis、 Iqbaal Ramadhan 及 Xana Tang 等 5 人獲選為「明
日之星」。除了演員工作外，鄭愷今年開
始學習當製片，這使他了解到，導演和各
演員一定要有良好溝通，他希望未來能做
一套好電影，推動電影業發展。
「自己都32歲了，哈哈，老了。以前別
人問我有什麼遠大的目標？我會答不知
道。現在有了目標，就是能給這個行業帶
來什麼？所以我選擇嘗試演員外的工種，
就是當出品人和製作人。一部戲的風格、
影響、手段，都是製片方的意願，雖然大
家最後會把功勞和詆毀都扔給演員，但這
是所有部門通力合作的結果。我的首套電
視劇《也平凡》剛拍攝完，一部圍繞懸
疑、犯罪題材的刑偵劇， 找來林峯演出，
我和峯哥認識了十多年。一說到我要做製
片人，劇本一出我就想起找林峯演，然後
就飛來香港找他傾，峯哥二話不說就答應
拍攝。我享受一大班人一起解決問題，當
中有很多事堅持秉承着初心，最後問題解
決了，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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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浩康
不排除再追鍾舒漫
心裡面有些事情放得低，(愛火重燃？)
never say never，不過這些不是單一方
面，現時我是單身，這一刻的我，有很多
事情會先想清楚。Sherman 方面如果有何
跟進，我會主動 update 大家。（你主動
行出第一步？）如果有機會的話，就一定
是我行出第一步，就算她行先，我都不會
給她行先，不過一切言之過早。」
此外，陳曉華曾經做過實習護士，她
表示：「有很多機會接觸老人家，他們會
跟我分享愛情故事，感覺好 sweet。」問
到有何新工作安排，她表示：「剛完成訓
練班課程，暫時未收到拍劇通知，現階段
要好好裝備自己，有時間便會練習瑜
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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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德斌曾遇車禍死過翻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黃德斌以
「至fit安全駕駛大使」身份，昨日到九龍
塘向司機派發福袋，宣揚交通安全訊息。
德斌表示自己向來是個安全駕駛者，然而
過去亦曾有一次死過翻生的經歷，他憶述
早年試過有一個醉駕人士撞向貨車，再連
環撞向他，他形容其座駕「散晒」，幸他
沒事算是大命。所以德斌呼籲：「希望大
家飲了酒不要駕駛，不要違法，危害他人
和自己的安全！」
德斌最近正拍攝電影，要到三月才竣
工，而即將與太太度過首個農曆新年，他
帶笑表示今年要派利是了，大家新年見到
他就記得來恭喜他。至於年三十晚他也會
去行花市，不過應該一大班朋友去，覺得

大時大節熱鬧一點開心一點，他又指父親
定居美國，要是他回來香港就一起吃團年
飯。會否親自下廚？他笑言不會了，難得
父親回來，還是不好要吃他的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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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陪伴成長
「我從小就看港片長大，香港電影中最深
刻的肯定是劉偉強導演的《無間道》，經典
中的經典。 到現在也有看香港的電影和劇
集。如果有機會，我也希望跟香港導演及演
員合作。我很喜歡香港的喜劇，而且演喜劇
也是最難的。詹瑞文、王祖藍，都是香港喜
劇演員的代表，很有自己的風格。 能演好
喜劇的人，演起正劇來也不會差。 因為喜
劇是靠你的智慧去設計的，拍戲對手也要很
懂喜劇。 經過這些年的積累，我自己也有
很多想法想要去表達。最新的想法是拍一部
關於運動員的電影，希望大家也來關注跑步
運動員。男主角一定是我來演吧，趁我還跑
得動，希望是這一兩年內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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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燦燐爆張家誠做評判嚴格

■譚耀文對王詩雅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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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演微電影攞獎 譚耀文力撐生力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吳浩康
(Deep)、應屆港姐冠軍陳曉華、亞軍鄧卓
殷、友誼小姐陳靜堯、胡楓昨日出席保良
局「關懷長者心」地區安老活動，說到
Deep 早前邀請舊愛鍾舒漫(Sherman)到大
帽山露營，兩人更互訴心事，期間 Deep
一時感觸落淚，Deep 解釋說：「她是我
camping 片的第一個嘉賓，找她的原因是
我們有很多話題可以傾，她又喜歡大自
然，事後我們重溫該片時都好感動，好少
抽身用第三身角度睇返我們相處。(重回
愛的感覺？)好多以前畫面的記憶。」
問到他們兩人之間有否消除芥蒂？
Deep 謂：「我不知她的想法，坦白講在
這段關係上，我有咩資格有芥蒂，希望她

入行逾十年，鄭愷自言是一個幸運兒，
遇到不少機會。在演藝圈這個名利場上，
鄭愷一直保持着努力向前衝的姿態。
2008 年大學畢業後，隻身從上海到北京發
展。因為以前是運動員， 習慣有強勢的
忍耐力。去到北京後，雖然在一系列的偶
像劇裡跑龍套， 但卻在不停累積及吸引
經驗，以做到最好。正正是運動員出身，
鄭愷希望拍一個關於運動員的故事。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電影導
演會早前為應屆畢業學員舉
行「電影導演教室 2018 畢業
禮」，播映了 10 部微電影畢
業作品，譚耀文（阿譚）為
支持香港電影新血，義助畢
業同學演出其中一部畢業作
品《天真無邪》，片中阿譚
飾演單親爸爸，與女兒（王
詩雅 飾演）相依為命，同甘
共苦，兩人經歴非一般的父
女關係。阿譚精湛演出贏得
全場同業高度讚賞和掌聲，
並該片最終奪得「2018 年度
最受歡迎短片」獎項。
阿譚非常感謝大家對影片
的好評，他表示可惜當天要
開工拍戲，未能出席畢業
禮，但他十分替劇組開心，
並讚揚今次所有參賽作品水
準都很高，每位同學及每一
位演出者都很用心。他正在
忙於拍攝新片之中，為了支
持電影界新一代，不惜犧牲
休息時間，阿譚說：「推動
電影生力軍才是大前提，見
到同學們都好有理想同幹
勁，香港電影充滿希望。」
阿譚亦大讚飾演他女兒的王
詩雅小妹妹，一提起這位精靈乖巧的小
妹妹，阿譚讚口不絕並笑晒口：「我同
王詩雅小妹妹合作得相當愉快，在現場
未埋位時，除咗背對白，她就是在做功
課，真係叻女！雖然王詩雅只係一個小
妹妹，我和她合作感覺就像一對好熟練
的對手一樣，默契十足。」

香港文匯報訊 近年崛起的音樂人
張家誠，將聯同作曲界前輩林慕德與
周啟生，三代殿堂級音樂人再加上業
餘作曲家兼監製李煥明博士 （Wendy Lee)一起擔任首屆「登堂入室歌
唱比賽」大會評判，為樂壇發掘生力
軍。
初賽反應熱烈，最後選出 16 位精
英參加總決賽。紅人堂體育及娛樂集
團行政總裁翁燦燐在會上向張家誠致
送紀念狀，感謝對方支持，並透露近
年香港大型歌唱比賽減少，焦點都轉
移到內地歌唱比賽，但香港依然有不
少熱愛音樂的年輕人追夢，希望加入
樂壇成為歌手，有見及此，他籌辦今
次比賽以選唱廣東歌為條件之一。翁
燦燐更爆張家誠是嚴格評判，畀分不
鬆手。張家誠指以廣東歌參賽其實較
■翁燦燐(右)致送紀念狀與張家誠，
難，因為廣東話咬字要清楚，故亦考
感謝對方擔任大會評判。
驗參加者功夫。

JW 做運動抒發情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王
灝兒(JW)獲霍啟山邀請以活動大使身
份出席慶祝香港廣東青年總會成立
兩周年活動，作為年輕一輩的 JW 很
明白每個年輕人都希望多些機會發
揮所長，擴闊社交圈子。

霍啟山

JW

問到 JW 拍拖後，會否因男友關係
認識更多新朋友？她謂：「有呀，
擴闊了自己的朋友圈子，自從投身
社會工作後，發覺人際關係很重
要，細個時是辣椒仔一名，喜歡和
不喜歡都會放在明面上，說話又直
腸直肚，長大之後知道要改變一
下，必需顧及別人感受，否則很沒
禮貌，所以待人處事、識得做人是
很重要，(現在已經收火？)是呀，所
以要做運動來抒發吓情緒，(不是向
男友發洩嗎？)他都一樣經常見很多
人，(你們會否鬧交？)好少，我們返
來見到面會很開心，彼此都很了解
大家工作上的難題和性格，不會特
別吵架，互相懂得忍讓。」
當問到他們是否已經「同居」，
JW 否認其事，問到新年有否計劃外
遊？她笑說：「今個月已經好想去
旅行，但又不能去太遠，(可以考慮
日本？)我依然很驚有輻射，最希望
選一些沒有去過又不是太遠的地
方，所以至今仍未揀到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