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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鍾欣潼（阿嬌）前晚單拖捧場支持拍檔阿Sa主
演《非分熟女》的首映禮，阿嬌表示老公不在港。被問到夠膽像阿Sa那樣性感演
出嗎？她倒不抗拒：「好嘅題材可以嘗試。（可要先過老公一關？）冇問過呢
啲，做嘢啫，理佢呀。接到好角色唔易，有機會的要把握，唔可以吓吓Say No，
否則唔使做嘢啦。（怕不怕接了之後，老公又唔准拍？）咁又未試過，試吓囉，
當然會同佢講，我唔會偷偷地做。」
她不諱言老公曾有叫過她不要工作，但她在屋企會很悶，只會打機。阿嬌自爆
近日迷上用手機打Game，每次更用七百多元課金來買武器。「玩咗半個月用咗
好多錢，日日見張單成千蚊，唔係好掂，發覺有問題。不過，我都係用自己錢，
今日未上線。」她身邊朋友都有討論過她這個問題，說她買個手袋還有實物在
手，但課金就有如空氣般飄了出去。她如此喜歡玩Game，不如轉做電競手？阿
嬌聞言即雀躍說：「問吓先，不過佢哋玩嗰啲好難，我呢啲咁都OK咩？太低
能。」

香港文
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蔡卓妍
（阿Sa）與台灣影帝

吳慷仁主演的電影《非
分熟女》前晚於九展舉行首

映禮，吳慷仁向阿Sa大送高
帽，表示在阿Sa 身上學到很
多，阿Sa亦禮尚往來讚他是個
很好的演員。當晚出席首映禮的
還有英皇集團主席楊受成博士夫
婦、容祖兒、鍾欣潼（阿嬌）、
吳浩康、劉永、談善言、郭奕
芯、衛詩雅、許靖韻、洪卓立、
導演曾翠珊、監製邵劍秋及楊寶
文等。
穿上露腰裝的阿Sa與吳慷仁

一起接受訪問，首次拍港產片的
吳慷仁表示不會有壓力，因為
有阿Sa在，跟她合作學到很
多：「覺得香港跟台灣節奏不一
樣，很有效率，阿Sa是令人很
安心的演員，我每日開工都很
好玩，感覺像上課，他們工作很
專業。」

阿Sa男友未想公開亮相
阿Sa亦認同香港是講求效

率，並大讚吳慷仁是個好好演
員：「佢唔係只拎片酬，或者
食個飯盒，或者做一個明星，而
係要做一個好好演員。（吳慷仁
稱沒有壓力，會否令你增添壓
力？）你哋喺度唔通踩我咩，梗

係讚一讚。」她謂沒給自己壓
力，因曾試過給自己太大壓力，
反而什麼都做不到，人大了最好
是有智慧及想到方法紓緩壓力及
找到解決方法。
問到可有邀請男友前來睇首映？

阿Sa說：「沒有，咁多人，你哋
好醒，實搵到佢。（都畀人影過拖
手啦？）嗰啲唔小心唔好彩，咁
公開場合男友會驚。（之後包場
睇？）唔知呀，或者啦。」
事後阿Sa 在IG 上載了與吳慷

仁入場睇戲的相片，相中二人用
手遮住，阿Sa 留言笑指二人重
看片中親熱場面勁尷尬，整場戲
都跳過了。
祖兒表示之前心癢癢想買飛捧

阿Sa場 ，但又想留待首映才
看，保留新鮮及神秘感。問到可
接受在電影中有性感演出？祖
兒自嘲演技有限：「性感同拍
戲係兩回事，我唔得囉，自己
嘅演技只限於拍卡通片及一級
片， 突然難度咁高，我搞唔
掂，顧得個頭又顧唔到個髻同表
情，又要癡膠紙，都係做返老
本行唱歌。」阿Sa 憑該片入圍
角逐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
祖兒稱全公司都買重阿Sa 得
獎，老闆更訂了地方慶功，當
晚她會在電視機前打氣，免得阿
Sa 感壓力，她一得獎就坐的士
出去慶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陳智燊（Jason）、林淑敏
（Mandy）、森美等昨日到尖沙咀出席服裝連鎖店開幕活動，活
動上品牌創辦人田北辰先生及眾高層進行剪彩儀式。Jason表示
喜歡收藏西裝，家中有十多廿套，不過很多都是修身款式，因近
日操練肌肉，變得有點逼爆。問到會否與太太着情侶裝出街？他
笑說：「想過訂造情侶西裝，但家會多着親子裝襯返個仔，會
畀啲牛仔衫褲仿皮褸佢着。」他指太太有時見他買很多東西給兒
子都開玩笑呷醋，其實有了兒子後大家在對方心中都降了級，只
是排第二。談到會否生B女？他笑謂應該趕不及生豬女，順其自
然。
林淑敏（Mandy）透露近日開始晚上戒食澱粉質，因之前比較
圓潤。問到是否想拍纖體廣告？她笑謂未有獲邀拍纖體廣告，若
有的話可以考慮，但不能接受着三點式泳衣，她說：「一件頭泳
衣就OK！三點式泳衣，我驚失禮人，驚佢哋嘔呀。」

男神帥氣變陰險娜姐難接受娜姐難接受

林峯林峯稱演斯文敗類稱演斯文敗類

過足戲癮過足戲癮
娜姐難接受

林峯稱演斯文敗類

過足戲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明日公映的反貪風暴

系列第三集《P風暴》中，林峯首次出演大反派

角色，他笑言入行20年終於得償所願，

第一次演大反派兼且監躉的角色。戲

中跟他對立的周秀娜，笑指他看

上去本身很斯文，但演出時則

帶點恐怖。林峯即笑說：

「是斯文敗類，其實陰險

是看不出的恐怖，但今

次的確過足戲癮。」

林峯稱去年拍了四部戲，有三部都是很
不正常，「演過往從未演過的角色，

當中最過癮就是可以做到現實做不到的角
色，不過，今次所演的反派其實算是外露
型，要用方法演技去演出，主要是戲中太
多角色，背景難以太多篇幅去刻劃，唯有
以角色形態去突出！」
問是否開創了一條新戲路？林峯坦言希

望大家第一次會接受到，會相信角色。娜
姐在旁說：「我接受到，不過，開始時未
正式有對手戲時，腦裡面仍覺得他很靚
仔、很官仔骨骨，到正式拍攝時看見這個
富二代穿上紫色西裝高調來捉我，感覺又
好恐怖，是有點心寒，因他個樣和表情好
變態，但到一Cut機時，他又變回原來的
林峯，感覺又是有點難接受！」
林峯表示今次戲中動作連場，跟鄭嘉穎

和周秀娜就有場在直升機的動作打鬥，他
要對娜姐很粗暴，不過都大讚對方身手敏
捷，最後大家都沒有受傷。娜姐坦言在狹
小的空間又要遷就鏡頭，三個人迫在後座
位置，踫撞確實是有的。林峯補充說：
「由於直升機在空中飛行會有郁動，所以
大家都撞來撞去，今次最初找我時以為演
個惡霸富二代有很多手下，心想一叫人就
會一擁而上，沒料到拍的時候永遠要我第
一個衝出去！」

以為跟型男談情誰知是走難
林峯提到在監獄拍攝跟林家棟的連場打

鬥戲，由於只穿拖鞋容易摔倒，加上獄中
沒有武器在手，要拳拳到肉，他覺得這也
難免，因為現在的觀眾對動作場面要求越
來越高，希望有更多的視覺效果，所以女
演員難免一打。娜姐亦笑指今次以為跟鄭

嘉 穎 、
古天樂和
林峯合作就
會好享受，結
果都是一齊走難
和槍戰，無法子談
情。問會想跟幾位男神
拍部真正的愛情片嗎？娜姐
笑謂：「拍什麼也可以，但反而
擔心跟男神拍愛情片會驚他們的粉絲呷
醋，不過相信拍戲粉絲也會明白的！」
談到今年大計，林峯表示月底會返內地

拍電影版《尋秦記》再演秦始皇角色，年
中會重返無綫拍劇，另亦會繼續舉行巡迴
演唱會。
娜姐笑言也有看過他濕身的演唱會，林

峯即笑着邀請她做表演嘉賓，娜姐推辭
說：「我來看可以了，現在觀眾也不喜歡
女仔濕身！」林峯亦帶笑說：「男演員現
在很難撈，因為要露，沒本錢也要練到有
本錢為止！」

不想靠花邊新聞引人注意
提到他將踏入40歲，有否成家立室的念
頭？林峯說：「也知大家一定會問，但我
都是這一句，不想再在出來工作上宣傳，
會將焦點轉移到我私人事上面，所以以後
都不會分享，但多謝大家關心，一個我可
以說的是，到這個年紀，想結婚也是正
常，但要計劃的話也就只會跟家人分享
了，總之我現在過得好好！」
娜姐被發現一直在甜笑，問她最近

頻頻旅行是否就是身邊已有意中
人陪伴？娜姐澄清自己都是為
工作出埠：「其實我在

想，現在我的狀況是空白和單身，就算被
問都可以避過一劫！」但以後拍拖會否也
學林峯一樣低調？她答道：「其實拍不拍
拖大家也會追問，我現在單身也會問我你
幾時拍拖？想不想拍拖？有沒有人追？幾
時結婚？另一半怎樣？所以我也不知道
會怎樣！」不過二人都覺得現在的粉
絲沒以前般嚴格要求偶像不可以
拍拖，林峯亦覺得其實本身對
自己的作品是有信心，只是
不想靠其他周邊的新聞
去引起大家的注意
力，所以才不多
談 感 情 的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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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林
峯將於五月舉行《Heart Attack》巡
迴演唱會，首站演出於澳門。他表
示去年專注在電影方面，要花時間
熟習舞台，也要加緊操弗身形，還要
應付之後的內地巡唱。林峯最大心願
能到華東地區舉行大型巡唱，因為之
前多集中在廣東地區：「知道廣東地
區以外都有不少粉絲，尤其是家鄉更
想返去做。舞台會根據香港演唱會的
模式，但因為澳門、內地很少有四
面台演出，所以要很大的製作才可
行。」
今年要連拍《尋秦記》和《使徒行
者3》的林峯，坦言一邊拍攝、一邊
喼弗是最辛苦：「因為開工需要體
力，有香蕉吃已經不錯，但又不能攝
取太多糖分，所以都是吃烚雞胸
多。」林峯表示本身是個易肥易瘦的

人，而且之前操練過，肌肉已
有記憶，現在只差練回六塊腹
肌出來。
問到巡唱與香港站有何不

同，林峯笑稱到時會穿回衫不
騷肌，最多是跳舞跳爆褲，更稱
練下身比上身容易，稍後回內地開
工，也會帶健身教練同行。會否帶女
友一齊巡唱？林峯表示會請家人、朋
友入場，感情事不想再公開分享，多
謝大家關心。

仍是古天樂旗下藝人
會否請古天樂做嘉賓？林峯說：

「我當然想跟古仔合唱，私下我們有
唱過K，我最喜歡他的《男朋友》，
或者可以請他來澳門睇騷，在台下唱
已經好開心。」
TVB高調宣佈林峯回歸，林峯解釋

雙方只是合作拍《使徒行者3》，如
有合適的主題曲唱，當然也會跟星夢
合作，但他仍然是古天樂公司的旗下
藝人，希望大家不要誤會。「多謝大
家一直喜歡《使徒》系列，好開心可
以再跟TVB合作，據知故事是第
一、二輯之間的空檔，會補完我的角
色去向，最後當然要看劇本怎樣去
寫。」他說。

五月展開巡唱 首站澳門

林峯心願是華東區開大型騷

陳智燊自爆太太在心中降了級 若有好角色定會把握 阿嬌不抗拒性感演出

吳慷仁讚香港效率高

祖兒買重阿Sa當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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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峯周秀林峯周秀
娜首次合作娜首次合作
很愉快很愉快。。

■■林峯周秀林峯周秀
娜首次合作娜首次合作
拍電影拍電影。。

■■周秀娜已是目前周秀娜已是目前
影圈吃香花旦了影圈吃香花旦了。。

■■林峯林峯

■■英皇眾星出席英皇眾星出席《《非分熟女非分熟女》》
首映禮首映禮。。

■■蔡卓妍蔡卓妍（（阿阿SaSa））與台與台
灣影帝吳慷仁互相欣賞灣影帝吳慷仁互相欣賞。。

■■《《非分熟女非分熟女》》首映禮首映禮，，楊受成楊受成
與夫人及容祖兒與鍾欣潼出席與夫人及容祖兒與鍾欣潼出席。。

■■森美森美、、林淑敏林淑敏、、楊洛婷和陳智燊出席活動楊洛婷和陳智燊出席活動。。

阿Sa在IG上載了與吳慷仁合
照。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