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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關之琳、李徐子淇、莫
文蔚、甄子丹夫婦、何超蓮、余香凝及韓團少女時代成員
孝淵等昨晚齊出席活動，其中有數十粉絲在場等候孝淵，
她到場時引來一陣歡呼。
莫文蔚剛從英國陪伴老公回港，她指留了個半月，是一

年一度的假期。莫文蔚笑說：「剛唞足精神，繼續準備巡
迴演唱會，下一站將於天津舉行，陸續會在內地其他城
市、東南亞及歐洲，而我最希望是能於年底在港舉行個
唱，因為十幾年無在港開，所以好恨！」她透露很想開戶
外騷，但限制太多，現還未決定到，希望可以在年底舉行
到。

莫文蔚計劃休假一年
去年已開始巡迴演出，不能常陪伴老公，莫文蔚坦言老

公有點詐型，不過他都明白自己的工作性質。問去年有否
半年見到老公？她笑說：「有啩！過年我也在英國陪了他
六個星期，有時有些巡迴地方他未去過也會來陪我，其實
他常叫我不要做，但自己坐在家也沒意思！」記者提議她
可計劃生B？莫文蔚笑說：「不會啦，算啦！明年計劃好
會放一年假，就還番時間給他！」但她指不會環遊世界，
因這兩年都到處去，寧可舒舒服服一起就好了。
關之琳昨晚姍姍來遲，她苦笑塞車個多小時也來不到場

地，心急得想在對面下車步行上來。談到她昨晚穿貼身晚
裝顯得身材豐滿，之之笑言並沒做過手腳，
這樣的話她真要減肥了。她指自己會跑
步和節食減肥：「其實一直都有減吓
停吓，但常跟朋友吃飯，最近又好開
胃，可能是一段段時間，壓制自己得
太久就想去吃，聖誕時最想吃朱古
力，新年也吃了很多年糕和蘿蔔
糕！」問到是否最近開心有人追求
才這麼好胃口？之之笑謂：「就是
沒有，所以才拿吃來發洩！」她
表示每日都會上磅，也知道自己
肥了多少磅，所以希望能減掉五

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鍾欣潼（阿嬌）、吳千
語、閻奕格、黃百鳴及兒子黃
子桓一家四口、劉心悠前晚出
席東方影業春茗晚宴。千語穿
上Deep V露背裝性感現身，當
見到黃子桓細仔時更母性大
發，忍不住抱來玩。而閻奕格
就以 tube dress 裙，露出事業
線，但不慎爆拉鏈，要返回後
台整理！

千語和阿嬌去年一同參與以
女子監獄為題材的電影，千語
表示：「在夏天最熱時間拍
攝，氣溫高達40度，監獄是搭
建出來，在一個全密封沒有窗
戶的片廠下拍攝，我便長期處
於溶妝狀態，當中有很多女人
打鬥戲，大家互扯頭髮，記得
有場圍毆戲，我要扔碟、摑
人，都幾巴渣！（要爆粗？）
因電影級數問題無須爆粗，如
果要講粗口都沒所謂，不會有
任何包袱，平時想發洩時都會
講英文單字粗口。」
阿嬌明顯清減了，她透露已

開始實行減肥大計，會先節食
再做運動，「現時每日吃一
餐，以前一日差不多吃七餐，
每餐都把食物吃光，令胃口增
大，老公都跟我一樣減肥，其
實他吃得較健康，喜歡清淡口

味，我就愛濃味的。」
說到好姐妹蔡卓妍（阿Sa）
亦準備「雪卵」，阿嬌即說：
「當時打荷爾蒙針肥了20磅，
又搵護士幫我打針，非常辛
苦，（有何心得提供給阿
Sa？）無呀，問容祖兒啦，佢
無肥過，因各人體質不同，會
有不同反應。」
阿嬌提到拍攝女子監獄戲

時，其中一場打架戲，她不小
心把臨時演員的假髮扯甩，原
本累透的她，望到這情景也忍
不住笑。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搖滾大神HYDE將於4月2日假九展匯星開
騷。早前他接受訪問，聊起本次巡演與去年黑彌撒的不同之處，
HYDE介紹說：「跟黑彌撒完全不一樣。是瘋狂而激烈的搖滾風
格。這次的亞巡更是作為世界巡演的開端，所以將會是搶先於世界
其他地方的最新演出。」2019年世界巡演，從選曲、主題和演出形
式都跟2018黑彌撒截然不同。黑彌撒是交響樂團現場演奏的不插
電形式，選曲也以抒情專輯《Roentgen》的歌曲為主。2019世巡是
樂隊形式的搖滾演出，選曲主要以激烈、硬核又帥氣搖滾歌曲為
主。HYDE希望歌迷能在巡演現場聽到這些歌曲後，一起躁動燃燒
起來！
問HYDE在中國巡演過多次，他喜歡哪些城市和特別想吃到什
麼中國美食？他表示：「我非常喜歡上海蟹，但是現在應該不是上
海蟹的季節對吧？香港有很多廣告牌，這一點我相當喜歡。」問如
何保持肌膚年輕亮麗？他說：「不知道你們相不相信，我甚至都不
怎麼洗臉。想讓大家知道什麼都不做保持本質其實很重要。如果這
麼說的話化妝品界會相當困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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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持亮麗肌膚？
HYDE：不怎麼洗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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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ning娘將以「Morning娘'19」姿
態來港，於6月8日假九展舉行「Morning

Musume’19 Fan Meeting in Hong Kong」。是
次見面會更向港迷大派特別福利，購票者全場均可
參與活動後的擊掌會，$880 VIP門票持有人更可分組
與早安成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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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語拍戲無包袱
阿嬌扯甩臨記假髮

■■HYDEHYDE將於將於44
月月22日假九展開日假九展開
騷騷。。

■■阿嬌透露已開始阿嬌透露已開始
實行減肥大計實行減肥大計。。

■■千語見到黃千語見到黃
子桓細仔時母子桓細仔時母
性大發性大發。。

■■閻奕格爆拉鏈閻奕格爆拉鏈，，
要狼狽整理要狼狽整理。。

■■莫文蔚透露很想開戶外騷莫文蔚透露很想開戶外騷。。
■■甄子丹夫婦與汪圓圓
甄子丹夫婦與汪圓圓（（左左））一同出席一同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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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有份參與影片的演員、監製及導演，包
括有古天樂、劉青雲、劉嘉玲、吳君如、

宣萱、林峯、郭羨妮、滕麗名、劉心悠、林家
棟、姜皓文、張繼聰、薛凱琪、安志杰及陳靜
等，皆有出席發佈會。活動上古仔與《尋秦記》
的一眾演員宣萱、林峯、雪兒（Michelle）、郭
羨妮及滕麗名等分享感受，古仔說：「當初構思
冇想過原班人馬，回想套劇已經係2000年拍，
好多人都想我哋拍返電影版，最終都係覺得要用
原班人馬先好睇。」
宣萱指自己知道會開拍電影版，已經開心了幾

年：「終於等到呢一日， 好多人興奮過我，所
以不容有失。」郭羨妮說：「《尋秦記》 對我
好重要， 因為係自己第一部作品，能夠拍電影
版， 好多謝古老闆。」雪兒則指已經多年沒有
與這班朋友見面，今次是個難得的機會，又可以
敘舊。至於滕麗名則說：「因為古老闆同我講要
打到七彩，畀佢嚇一嚇，希望佢畀多啲錢搵替
身。」林峯笑指早已聽過古仔講這個劇本，但每
次見到對方都話劇本有修改。

嘉玲青雲首挑戰科幻片
之後古仔再聯同劉青雲及劉嘉玲介紹製作費高
達四億五千萬的科幻鉅製《明日戰記》，影片講
述地球受到污染沒法生活，更出現污染物，影片
更要花長時間做特技。台上古仔表示第一次去到

現場覺得好震撼、興奮，因為有些基地及塌了的
大廈實景，原來香港人可以做到好大型的電影。
對於今次的投資金額，古仔笑言：「都好震
撼！」青雲表示拍攝時要穿上三十磅重的盔甲，
司儀問到可有受傷？他搞笑說：「自己就冇受
傷，你睇我個樣好真，冇CG ，但聽聞古仔受
傷，因為佢係老闆。」
會後古仔與宣萱及林峯一起受訪，說到今年

「天下一」開的戲比寰亞和英皇兩大公司還要
多，古仔說：「 只要好電影同有誠意，電影公
司係需要投資，都想電影上有更多創新同本土的
題材，( 青雲講笑話你荷包重創？) 冇冇冇， 唔
關事，拍戲應該要做，(今年電影上投資咗幾多
錢？) 呢啲要問返電影公司。」他又透露《尋秦
記》很快會開拍，電影版會是電視版的延續。問
到另一部電影《風雲》的角色是否已落實？古仔
說：「會有一啲新角色加入。」

君如讚古仔投資疏爽
嘉玲及青雲受訪時異口同聲表示未拍過科幻

片，所以心情興奮和期待， 戲中嘉玲飾演女軍
官，她指最辛苦是要記很多微生物及部隊專有名
詞，導演邊拍邊向她講解。問到他們是否打算憑
此片幫古仔衝出亞洲？嘉玲笑問：「乜佢唔係已
經衝出亞洲喇咩？ 以為佢一早衝出咗。」青雲
就指第一次拍科幻電影感覺得題材好新鮮。

吳君如擔任監製和演出的《媽媽的神奇小
子》，是改編自殘奧田徑賽金牌得主蘇樺偉的真
人真事，問君如是不是演蘇樺偉的媽媽，她笑
說：「 我冇演過阿媽角色，仲係蘇樺偉阿媽，
我點生得出蘇樺偉，我個女都係得十二歲，好為
難。」她指蘇樺偉媽媽的角色還沒有找到人選，
呼籲有興趣的人可以去試一試演。
問到可會找蘇樺偉真人演？君如指暫時還沒有

接觸蘇樺偉，找當事人也是考慮之一，又可能會
進行海選找演員演出。影片是「天下一」投資，
問到君如找古天樂投資可有困難？她說：「我之
前拍的《金雞SSS》都係古生
投資， 同佢已經建立咗信
任，又幫佢賺到錢，所以一
個電話問佢攞錢 ，佢
就好疏爽話『得
啦 』。」她謂影
片預計下半年會
開拍，她也未知
自己會演哪個
角色，可能都會
搵劉德華幫手。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梁靜儀梁靜儀））古天樂古天樂（（古仔古仔））旗下的旗下的「「天下一電天下一電

影影」」昨日於香港國際影視展舉行電影巡禮昨日於香港國際影視展舉行電影巡禮，，公佈今年將開拍的多公佈今年將開拍的多

部電影部電影，，當中包括當中包括《《明日戰記明日戰記》、《》、《尋秦記尋秦記》、《》、《犯罪現場犯罪現場》、《》、《媽媽的神奇小媽媽的神奇小

子子》、《》、《電影痴漢電影痴漢》、《》、《風雲風雲》、《》、《雞蛋仔雞蛋仔》、《》、《紙皮婆婆紙皮婆婆》、《》、《BABYBABY 復仇復仇

記記》、《》、《守闕者守闕者》、《》、《星塵星塵》、《》、《狂舞派狂舞派33》》及及《《使徒行者使徒行者33》》1313部片部片。。

《《尋秦記尋秦記》》電影版原班人馬演出電影版原班人馬演出

古仔投資古仔投資1313片片
題材港味濃題材港味濃

古仔投資13片
題材港味濃

■君如擔任監製和
演出新片《媽媽的
神奇小子》。

■■《《尋秦記尋秦記》》的一眾主要演員相隔多年再合作的一眾主要演員相隔多年再合作。。

■■古仔旗下的古仔旗下的「「天下一電影天下一電影」」昨日公佈今年將昨日公佈今年將
開拍的多部電影開拍的多部電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古仔聯同青雲及嘉玲介紹製作費逾四億的科幻鉅製古仔聯同青雲及嘉玲介紹製作費逾四億的科幻鉅製《《明日明日
戰記戰記》。》。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