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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女神江嘉敏在劇集《福爾摩師奶》中與陳松
伶演繹一段母女情，她大讚對方貴為前輩級演員，
對後輩毫無架子，親和力強到任何物體都可接
近她，甚至戲外也關心她的生活，勸勉她
■江嘉敏在劇
集 與 陳 松 伶
（右）有一段
母女情。

除了工作外，也要找個好男仔來照顧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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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嘉敏和劇中
演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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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思明呻楊明不懂影靚相

香 港
文匯報訊 莊
思明（Lisa）、安俊
豪、可嵐、趙哲妤、岑潔
儀等昨日現身荔枝角為洗車舖
擔 任 剪 綵 嘉 賓 ， 席 間 Lisa 化 身
「洗車女郎」幫靚車打蠟，受訪時問
到私下可會同男友楊明一齊洗車？她
笑說好少，「自己是要用到好污糟先
洗車，男朋友就定時定候洗車，自
己都有講過幫佢手洗車，不過
佢唔畀。」記者笑言是否楊明
唔畀掂佢「老婆」？Lisa 說：
「佢都會畀我揸嘅，互相做柴
可夫司機。」
講到早前同家姐莊思敏、男
友等人去泰國旅行，Lisa 為幫
眾人影靚相，不惜踎低搵靚角
度，其中負責影花絮的楊明，
返港出席活動時大呻被 Lisa 鬧
影 相 麻 麻 ， Lisa 聞 言 冇 好 氣
話：「就係影唔到靚相，咪影花絮，我
想影啲好靚、好有意義嘅相嚟 Post，但
佢好似唔明我講咩，畀埋 Sample
佢都影唔到，仲話冇分別！不
過佢都好聽教、易教。（家
姐影得好啲定男友？）咁就
楊明，家姐會將我影到好矮，
高人影到咁都好難！」
問到平時可有鑽研影
相技巧？Lisa 表示都
會參考其他人點影
相。問到可會同
男友影相集？她
指：「都冇諗住。
（ 有 冇 諗 定 結 婚
相？）都係出埠影。
（幾時？）唔知，儲
吓錢先，唔使錢影
㗎？等我呼籲吓先，
哈哈！」
■可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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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阿 爆吳浩康拍床戲緊張冒汗

首次與松松合作，江嘉敏大
讚對方親和力強大，說：「前
輩演員通常都有股氣場，初時
都擔心自己會怯場和緊張，但
對住松松姐姐就沒有，她的親
和力令任何物體都可以接近
她。」由於江嘉敏在劇中像中
間人一樣串連起不少故事線，
與松松的對手戲也甚多，感覺
像真的多了一個媽媽。提議她
可要求跟松松上契時，江嘉敏
害羞地說：「我不敢問，我都
會害羞的。不過松松姐姐真的
好好人，平時分享她很多拍攝
經驗，最記得一次吃收工飯，

備受公司力捧的江嘉敏，今
年會客串《降魔的 2.0》和主演
《大醬園》，問到演出過的角
色中最喜歡是哪一個，江嘉敏
坦言最喜歡《親親我好媽》中
一角，因為當時她由什麼都不
懂，開始接觸拍劇學習企位、
走位。《福》劇中的角色她也
十分喜歡，因為甚少演時裝以
外的角色，笑言最大突破是改
了一個「齊陰」髮型，相當難
駕馭。提到江嘉敏被列為公司
的三大喇叭之一，她笑道：
「我當然知道，另外是馮盈盈
和劉佩玥，其實我們單獨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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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和松松上契

盼有機會唱主題曲

■江嘉敏在《福
爾摩師奶》中飾
演「洗衫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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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害後，發現陳松伶竟穿上亡
母的鞋子，因而跟隨對方流落
到包租婆陳煒的「香廬」居
住，從找兇手過程中孕育出一
段母女情。除了與松松姐姐
外，江嘉敏、陳瀅和余德丞三
者之間的關係也複雜非常，她
笑言當中不止一個三角關係，
除兩女爭一男外，她與陳瀅之
間也十分曖昧，最尷尬是要跟
陳瀅拍床上戲，雖然女女之間
常有閨蜜之情，但她笑言拍完
床上戲後，都被幕後取笑未見
過如此害羞的江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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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中飾演「洗衫妹」的江嘉
敏，因母親被「開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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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是沒效果，一個人起不了環迴
立體聲，所以都希望有監製肯
大膽開節目給我們，讓我們比
拚一下誰的分貝較高。」江嘉
敏稱自己本身行為粗魯，加上
之前演《殺手》時要做一個爽
朗角色，剪了短髮才說話較豪
邁。現在留回長髮會較斯文和
女性化一點。笑指男友能否抵
受她粗魯一面？她笑稱男友可
能已經失聰，但也感激對方體
諒她的工作時間，有時忙起上
來的確會不覆訊息和不接電
話。
除演戲外，江嘉敏希望在綜
藝節目上多亮相，好讓觀眾有
機會認識她真實的一面，原定
她與何廣沛到夏威夷拍節目，
因檔期不合要取消，現在希望
可與閨蜜劉穎鏇去拍潛水節
目，順道可以學游水和考潛水
牌。有指江嘉敏歌藝也不俗
時，她笑道：「都可以出商場
唱歌的，不過要花時間去練，
自知未到做歌手的級數，
如果有機會都想試下唱
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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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叮囑我要注意身體，工作外
也要找個好男仔，感覺好窩
心。」由於拍劇時尚未拍拖，
當松松得知江嘉敏拍拖後，即
使身在北京也問她男友長得怎
樣，對她好不好等，真的像媽
媽一樣關心女兒。

■江嘉敏大
讚松松親和
力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鄧小巧昨日到銅鑼灣
出簽唱會，獲大批歌迷撐場，小巧除即場獻唱新歌
《雲吞》外，又與粉絲玩包雲吞遊戲，小巧見到枱上
的生果也忍不住拿來吃，玩完遊戲後，粉絲更餵小巧
食雲吞。她又笑謂初時以為簽唱會只有十多人，到場
後才知比想像中大型，所以很開心。
小巧表示前晚才由芬蘭返港，此行去了十日，主要
與當地製作人合作錄了兩首新歌及拍了一首新歌的
MV 。問到有什麼難忘事？小巧指最難忘是當地天氣
好凍又大風，但就要零度以下的天氣穿上夏天裝束在
戶外拍 MV ，她又笑說：
「去沙漠就要着羽絨，要問
公司點解咁陰功對我？ 一
定係團隊太憎我。」她謂此
行發覺自己好鍾意吃香港美
食，到埗後第一日已經好想
吃叉燒飯。
她又笑指此行好難得可以
跟當地的製作人在錄音室內
五日，有如困獸鬥互相交流
擦出火花，令成件事好精
彩，當錄完兩首歌覺得不夠
喉，返港後不知點算，香港
好難做到這種氛圍，好想再
到芬蘭，也希望當地製作人
■鄧小巧
可來港。

合作愉快。
童、曾翠珊
■阿 Sa 和葉

香港文匯報訊 電影《非分熟
女》特別出版新書《非分熟女 電
影創作筆記》，日前導演曾翠
珊、主角蔡卓妍（阿 Sa）及葉童
一同現身兩場新書分享會，大會
邀得才女卓韻芝主持大局。
阿芝請阿 Sa 評價戲中三位男主
角，阿 Sa 說：「阿 Deep（吳浩
康）拍床上戲好緊張，他說一直
視我為表姐，拍攝時不斷冒汗，
有些鏡頭甚至要暫停，先讓他抹
一 抹 汗 ； Alex （ 林 德 信 ） 好 搞
笑，好適合演戲中宅男的角色，
他平常有玩瑜伽，手臂好有力，
能抱着鋼管凌空打橫身子，非常
有潛質可以練好鋼管舞；吳慷仁
則是個好有心的演員，很努力去
學廣東話，每場戲都會和我溝通
清楚，情慾戲很難捉摸，有一日
雖然休息，他仍願意和我去廚房
試位，相當認真。」

拍戲時塗油上臉

《非分熟女》裡的茶餐廳與廚
房實景，充分展現香港地道特
色，導演曾翠珊透露：「我們用
了幾個不同的場景，舊式茶餐廳
有些千年油漬，我最喜歡這種油
膩的感覺。」阿 Sa 補充：「美術
指導替我和慷仁的臉塗了好多
油，所以大家會看到，小敏和家
豪都是『油淋淋』的。」在廚房

■ 阿 Sa 感恩獲認
同為專業演員。
同為專業演員
。
上演親熱戲，阿 Sa 大爆現場來了
一堆「不速之客」，她說：「導
演放置了一籠青蛙，說希望帶來
生氣，明明籠子是密封的，卻不
知何解，每日都會不見幾隻，到
最後，籠子只剩下兩隻！」
影后葉童也對阿 Sa 的實力，表
示讚賞及認同：「《非分熟女》
的小敏不易演，角色終日愁眉苦
臉，不太討好，阿 Sa 能拋開偶像
包袱，願意接受新挑戰，我一定
支持她！」原來葉童是阿 Sa 的偶
像之一，「我好喜歡『葉童靚
女』，尤其電影《神奇兩女俠》
及劇集《倚天屠龍記》，《倚
天》更重看三次之多！能跟演技
好好的人合作，是我演戲的最大
得着！」

嘉穎自爆早已嚮往當爸
香港文匯報訊 林峯、鄭嘉
穎、譚耀文接受電視台專訪，分
享拍攝新戲《P 風暴》點滴。該
片還雲集多位型男，包括古天
樂、林家棟、張繼聰等，不過談
及戲中最 Chok 的一位，嘉穎直
指非阿峯莫屬：「你一穿那套紫
色西裝，真是十分 Chok！」初
為人父的嘉穎，透露早於兩年前
與阿譚合作音樂劇期間已嚮往當
爸爸，嘉穎更表示為兒子鄭承悅
（Rafael）遺傳了自己的個性而

哭笑不得：「我個仔有我的脾
氣，總之他常常動不合作，你叫
他去東他就去西，我希望佢會戒
掉這個脾氣！」

林峯指演反派樂趣多
阿峯和古仔相隔十八年再度合
作，阿峯感激古仔給他機會及教
導。向來予人乖乖仔形象的阿
峯，戲中與阿譚同演反派，更發
現演反派樂趣多：「今次真是第
一次嘗試演一個反派人物，我也

和阿譚講原來演反派是這麼過
癮！」阿峯與女友張馨月現在拍
拖時常被野生捕獲，阿峯卻甚少
與傳媒分享感情事，為此阿峯解
畫：「一部電影作品有這麼多台
前幕後的人，用了這麼多個月去
拍，然後透過我哋去宣傳作品
時，如果將視線投放在我的私人
事，我覺得不專業！」最後阿峯
強調，若自己將來成為人父，會
很樂意跟大家分享家庭生活。

■鄭嘉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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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峯接受電視台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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