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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怡在天台危吊半小時
湯怡在天台危吊半小時。
。
■王浩信在戲中營救湯怡。

■王浩信、
湯怡
及徐
榮為
劇
集
拍
外
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湯怡、王浩信及徐
榮昨日到荃灣一座商廈天台，為無綫劇集《極道怪

。

咖》拍外景，戲中講述湯怡被飾演社團大佬的徐榮綁
架，王浩信拿贖金前往營救她，為求拍攝真實，湯怡
被危吊於 27 樓天台外半小時。

危吊27樓天台半個鐘 王浩信讚勇敢

湯怡驚到喊

拍攝前湯怡由數位工作人員幫她扣上安全帶，但她仍一臉緊
張，到正式拍攝時她慢慢走近天台，當被吊出一刻她驚得不

禁大叫「好驚呀」，而劇組就出動兩部航拍機拍攝。由於昨日天氣
大風，危站天台的她慘食西北風半小時有多。完成該場戲後，湯
怡接受訪問時猶有餘悸說：「拍呢場戲被吊咗出去兩次，頭
先係第二次吊 ，第一次吊咗大約五分鐘，吊之前我行埋
去，仲有四格距離，我已經腳軟、心跳勁快，雖然只
係試戲，但心情係同戲中吊出去係一樣，喊咗出
嚟。」

覺得被導演整蠱

林
■峯

周
■秀娜

■監製黃百鳴
領一眾演員出
席活動。

湯怡苦笑指拍之前導演都有問過她
可有畏高，因為要在十幾樓高拍
攝，有感之前試過在六七樓拍
攝跳樓戲，於是就答允，可
是前兩日才知是廿幾
樓，還要面向地下。
說到昨日是愚人
節，可覺得被
導 演 整

直升機上演打戲挾持周秀娜

林峯難忘獄中着拖鞋互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由古天樂、林峯、
林家棟、周秀娜、鄭嘉穎、張繼聰等演出的電影《P
風暴》將於 4 月 4 日上映，前晚一眾演員現身出席首
映 禮 ， 老 闆 兼 監 製 黃 百 鳴 公 佈 即 將 開 拍 《G 風
暴》，片中「靈魂人物」古仔會繼續參與，預計八
月開拍，但因內容保密，暫時未知詳情。至於首度
加入「風暴」的林峯預告因工作已排得緊密，沒時
間參與《G風暴》，又指《P風暴》最難忘便是在獄
中着拖鞋互毆，另一場在直升機的狹窄空間箍住娜
姐亦有難度！
林峯和娜姐一起接受訪問，林峯指在戲中有不少
打戲，最難忘是在監獄有二三十人的圍毆場面，因
是着拖鞋很易跣倒，最後大家都躺在地上亂打。另
一場在直升機挾持周秀
娜，娜姐謂：「因直升機
空間很窄，他驚整傷我，
所以箍我用幾多力，其實
佢自己都受番晒，辛苦過
我。」
說到開拍《G 風暴》，
林峯表示：「應該不會拍
了，因之後要拍《尋秦
■家棟坦言怕去陌生廁 記》同《使徒行者 3》，而
且今次角色已經是完美結
所。

局，目前尚有一部電影和三部劇集未推出，接下來
應該有更多作品面世，希望可以更勤力，（收復失
地？）做演員是被動，一切睇緣分，（咁忙無時間
準備婚禮？）多謝大家關心，票房大賣先係好事，
宣傳活動上不講私人事，（婚後才公佈？）順其自
然，不講了。」

古仔證拍《G風暴》

西，但拍打戲都不會無力，開工時會忘記肚餓，而
且我胃口不大，可以收工後每隔二三小時吃一次。」
家棟直言很怕去陌生廁所，所以開工會盡量忍口，不
想冒險，做演員是要捱得肚餓有耐力。記者笑他們有
特異功能，家棟即說：「都有想過將來可做大體老
師，人死了都是灰飛煙滅，不如為醫學
出力，（不怕被非禮嗎？）都
要我有感覺先得！」古仔
認同此舉可為下一代
作出貢獻。

被問到開拍《G 風暴》，古仔表示有聽聞過，但
內容要保密，而於《P風暴》中家棟和林峯會一起對
付古仔，家棟表示：「我會指使手下打古仔，不用
自己動手。」古仔承認今次乃整個電影系列中，拍
香港文
得最辛苦的一次，因要一人應付兩幫人。
匯報訊（記
說到鄭秀文肚屙身體抱恙，仍堅持出席日前的香港
者 梁靜儀）何超
演藝人協會慈善晚宴，力撐會長古仔，對此，古仔
蓮繼去年首次參與
謂：「我有短訊慰問她，見到新聞知她當晚只喝了一
拍攝紅茶後，今年再添
啖湯，仲唔即時打給她，最初還以為她不能來，華
食，拍攝新一輯檸檬紅茶
仔（劉德華）也是趕戲也來支持，真的很感激他
廣告，平日到茶餐廳最愛喝
們。」問到古仔有否試過開工時肚屙，他謂：
凍檸茶的她笑言現在不需要
「無喎，腸胃一直不錯，很少水土不服，不
到茶餐廳了。
過男仔去廁所較為方便，自己慣常開工期間
談到第二次跟品牌合作，超
不進食，經常
蓮說：「第一次拍廣告就係跟導
都連續 24 小
演 Donald 合作，同佢合作好有安
時不吃東
全感，一年之後第二次合作，都十
分信任大家，我好了解佢嘅要求，
相信今次拍出來嘅效果比上次更
好。」
是次廣告取景地點是位於泰國考艾的

蠱？她笑說：「係喎！導演今日好少同我講嘢，我問佢點解同當初
講嘅唔一樣 ？」不過她一樣照拍了。
她謂拍完後都覺得好開心，雖然工作人員拖住她時好有安全
感，但一放手就想喊，就好似準備要跳落去的感覺，離心力好大，
拍完整個人好攰。
問到她被吊出去一刻腦海在想什麼？她說：「想起家人，又諗
如果真係有咩意外點算呢？（有冇買定保險？寫定平安紙？）相信
TVB有幫我買重保險。」問到拍TVB劇集可會覺得辛苦？她卻認
為沒想像般辛苦，可能是拍得開心，但就打破了她兩日冇沖涼的極
限， 雖然本身有潔癖 ，但為了爭取時間休息，只好未沖涼冇落妝
就睡覺，不過她只睡梳化，沒有睡在床上，而她試過最短只睡得個
多小時。

王浩信避談追B
王浩信大讚湯怡好勇敢：「我都有畏高，試過喺銅鑼灣五十幾
樓吊出去，不過就冇佢咁出，因為太驚每次望落去都做錯反應，我
幾佩服佢好淡定，對白講得流利自如，啲戲都發揮得好自然。」問
到戲中可有危險動作戲？他表示有動作場面，要打拳，又要同張振
朗搞Gag：「難度最高唔係動作，而係要氹觀眾笑，今次節奏嘅掌
握比以往難度更高，劇組人員都覺得幾好，好有滿足感。」
他表示仍有三至四個星期才會拍畢劇集，問到復活節可會同
女兒去旅行？他說：「Plan緊。（會去邊度？）暫時未預計
到時間幾長，但點都會去放鬆，（一家三口一齊去？）
Plan緊。（太太陳自瑤早前話想追多個？）努力工作
先啦。」他續指希望另一套劇集《解決師》能在暑
假播，因他在劇中飾演阿Sir，希望多些學生可
以睇到。

何超蓮

■何超蓮

踩古董高輪單車拍廣告

秦嵐為基仔上海行騷

香港文匯報訊 古巨基日前飛去上海，為自己創立的旗
下兩大服裝品牌出席上海時裝周。今年基仔邀請了好友
「富察皇后」秦嵐幫忙，穿上壓軸最華麗的「混搭皇后
風」設計，跟他手拉手登場，即引來全場哄動，繼
《還珠格格 3》，十五年後兩人再次同台，秒殺不
少影迷。在騷後採訪中，秦嵐說非常喜愛基仔的
設計，準備請基仔把全部衣服都送她一套，認
識基仔以來也沒想到他有這樣的設計才華，
今次看到對方品牌的所有服裝都很喜歡。
「都是我喜歡的風格，真心非常喜歡，我不
理了，我全部能穿的都想拿走，哈哈。」第
一次走秀，「皇后」說非常緊張，「第一次
嘗試，我緊張得不得了，怕做不好拖他後
腿，幸好最後都安全走完，沒出錯又沒跌
倒，呵呵！我一向都是保守的人，今次穿
的風格是我第一次這樣性感，露上又露
下，以前我低胸少少我都叫助手縫起來。
基仔教懂我，原來適量的性感可以這樣美
麗，學到了。」

頂硬上

DNA 度假村，建築物是由多個不
同顏色的圓球體組成，場地有如童
話樂園。為了拍攝最美麗畫面，超
蓮跟拍攝隊伍爬上屋頂拍攝，雖然
離地有三層樓的高度，超蓮拿着兩束
氣球，在環繞建築物天台不足一米闊的
步行道，神態自若邊跑邊跳邊轉圈，一點
也難不倒她。而她的造型亦配合戶外背景
色彩繽紛。
拍攝隊伍找來一輛古董高輪單車，挑戰
何超蓮踩單車的技術，超蓮說：「今次拍
攝趣事，一定係我要踩一架古董單車，因
為單車前輪比後面的大很多，踩單車需要
更多平衡感，轉軚都十分困難。」為了讓
超蓮順利踩着單車在草地上穿梭拍攝，拍
攝隊伍事前特別花了點時間找零件修理，
可是超蓮控制單車前進方向還是相當困

難，只好吃力地穩定單車的方向順地勢前
進，整個攝影隊也在未知超蓮踩單車方向
下追着單車拍攝。
由於拍攝時間並不是檸檬的收成期，為
了令檸檬樹色彩更豐富，工作人員準備了
數百個新鮮檸檬，並逐一掛到樹上，超蓮
亦幫忙將檸檬掛到樹上，更親自揀選最大
最靚的檸檬作為拍攝用。

黃堯成
「新秀電影競賽」
影后
香港文匯報訊 由田壯壯監製、新晉
導演白雪執導，新生代演員黃堯、孫
陽、湯加文夥拍戲骨廖啟智、江美儀
演出的《過春天》（The Crossing）
入選第 43 屆香港國際電影節新秀電
影競賽（華語）單元，昨天在頒
獎禮上，首次在大銀幕演出的女
主角黃堯更在 8 套入選同一單
元電影中榮獲最佳女演員獎
項！
著名香港演員梁家輝
在頒獎前讀出評語：
「一個出生在佛
■秦嵐在上海時裝周走秀
秦嵐在上海時裝周走秀。
。
山、生長在北

京的女孩，竟然可以將一個深港跨境女 電影節（TIFF）世界首映以及入選德國
中學生演得這麼出色。」黃堯及後從梁 柏林國際影展「新生代單元」，觀眾一
家輝手中接過獎項，亦逐一和另外兩位 致好評，電影將於5月9日在香港上映。
評審姜文導演以及台灣著
名監製焦雄屏握手。黃堯
感謝大會，亦感謝將角色
佩佩帶給她的白雪導演和
在電影中合作的演員，表
示之後會繼續努力。黃堯
早前已憑此角色榮獲提名
香港亞洲電影大獎最佳新
演員以及榮獲平遙國際電
影節最佳女主角獎。《過
■黃堯
黃堯（
（左三
左三）
）與導演白雪
與導演白雪、
、梁家輝等人合照
梁家輝等人合照。
。
春天》早前在多倫多國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