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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溫碧霞、關智斌（Kenny）、陳漢娜、陳

■電影《墮落
花》昨日舉行
開鏡儀式。

煒、郭奕芯、沈卓盈昨日出席電影《墮落花》開鏡儀式。片中飾演臥底的
溫碧霞會與 Kenny 發展一段姊弟戀，兩人更有大膽激情場面，溫碧霞自
言無須向老公「備案」，作為演員只要遇到好劇本，便要放開自
己 ； Kenny 亦 可 以 為 藝 術 而 犧 牲 ， 不 介 意 學 梁 朝 偉 露 「 蛋
蛋」，萬一接受不到才刪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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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碧霞以露肩黑色打扮現身，片中擔演
女一的她會飾演一名臥底，後期更染

■溫碧霞與關智斌在戲
中發展一段姊弟戀。
中發展一段姊弟戀
。

上毒癮，她很開心接到一個好有發揮性的角
色，之前更特地減掉 4 磅以配合毒癮者身
份。說到她和 Kenny 會有色慾場面，她透
露：「吸毒後會產生幻覺，所以做了很多傻
事而不自知，其中會有不少大膽場面，當中
有些是吸毒後發生，有些是正常之下發生，
暫時未拍未知尺度如何，最緊要是劇情需
要，做演員必須放開自己。」
身為人妻的她拍激情場面的話，有否需要
向老公「備案」，她笑說：「咁大個人，
唔需要啦，難得有好機會便要把握，首要
是做好自己，（滿意 Kenny 這位小鮮肉
嗎？）我和他會有段姊弟戀，他是我
收養回來，好細個便對我有份感情，
我對他亦有種奇妙感覺，互相都有
感覺。」Irene 認為片中角色給她
很大挑戰，因當年她有同學因吸
毒致死，早知吸毒禍害，覺得
今次題材很好，有極大發揮

新西蘭嚴寒下落水
千嬅冷病哮喘發作

■丁子高亦忍凍下水從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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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拍大膽鏡頭再把關
Kenny 是飾演毒販的承繼人，外表斯文有
禮，是正人君子，原來是心理變態，比較縱
情色慾，跟 Irene、郭奕芯較多對手戲，他表
示：「會有好多色慾戲，不只一個對手，當
然要除衫上陣，暫時未知尺度如何。」問他
可會接受像梁朝偉在《色．戒》一片露「蛋
蛋」的大膽尺度，他謂：「未拍到這個情況
真的不知，但覺得可以先拍，不滿意也可以
刪剪，加上有鏡頭就位，我覺得是可以的，
而且拍的時候也不要有太多顧忌，可以奔放
去演，不然更加難拍，最後拍出來接受不到
可以刪剪，（到時不是你話事？）有 Mani
（霍汶希）同監製睇住可以放心。」
陳漢娜會演非一般少女阿雪，還會跟 Irene
有肌膚之親，但絕非「SheShe」愛情故事，
她和 Kenny 也沒有情慾戲，但就有裸背鏡
頭，問她覺得自己的身材如何，她笑說：
「不OK，但做演員不OK都要OK。」

■婚後的沈
卓盈繼續幕
前工作。
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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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漢娜的角色會跟
溫碧霞有肌膚之親。

《P 風暴》內地衝 4 億
林峯太猙獰嚇壞娜姐
■AGA與意籍型男演員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思穎）江海迦
（AGA） 推 出 今 年 第
一首自己作曲的作品
《Tonight》，為了表
達這份浪漫一夜感覺，
更安排到意大利一個小
鎮拍攝《Tonight》的
MV，配合工作檔期關
係，只用了 2 日就快閃
完成。MV 男主角是一
位意籍型男演員，加上
意大利靚風景，令到她
拍攝時也完全投入在浪
漫氣氛之中。
而今次拍攝更挑戰一
個「特別任務」，
AGA 先 拍 MV， 回 港
才處理編曲部分及錄
音，把平日有歌才拍
MV 的程序調轉，原來是因為
遇上困難之處，在出發途中才
收到歌詞的最後定稿，AGA
就以音樂來配合幻想中的浪漫
空間拍攝，對她而言這亦是一
次既特別又新奇的嘗試。

意國享受浪漫風情
AGA

■楊千嬅遠赴
新西蘭拍攝巡
演外景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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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 由黃百鳴監製、
林德祿執導、古天樂、鄭嘉穎、
林峯、林家棟、周秀娜等主演的
《P 風暴》（內地譯名：反貪風
暴 4）自 4 月 4 日香港、內地同日
上映後即票房報捷，截至前日，
上映 5 天內地票房 3.9 億元人民
幣，撼贏同期超級英雄電影《沙
贊！》外，更連續 4 日成為單日
票房冠軍，勢必打破上集 4.42 億
元人民幣紀錄；至於香港亦成為
本周華語片冠軍，截至前日票房
已破712萬，成績斐然！
作為反貪風暴系列第四集，今
集的動作場面比過去更為強大，
除了直升機追捕外，尾段古仔、
林峯和娜姐在安全屋的槍戰更令
觀眾看得觸目驚心，劇情講到林
峯帶同重型槍械到安全屋追殺娜
姐，幸得古仔及時趕到保護娜
姐。據知劇組為拍攝此場口特別

搭建了安全屋場景，又準備了數
百發子彈、反應彈等拍足三日，
務求營造槍林彈雨效果！
林峯表示自己是第一次用輕機
槍拍攝：「原來很重，用過先明
白點解咁多特種部隊開槍時要佩
戴手套，不是為了型，而是真的
會擦損手！」他笑言拍戲才有機
會用到不同類型的槍，因即使去
靴場都很少會用輕機槍掃射，今
次過足槍癮！
娜姐相隔多年和林峯再度合作，
她說：「林峯戲入面好憎我，仲掐
住我條頸想置我於死地，戲入面的
確好恐怖，但一 cut，佢即刻會問
我有無事，好驚整傷我。」提到現
場安全屋環境幾乎是密封，所以每
次開槍的槍聲都震耳欲聾：「最初
劇組仲問我要唔要耳塞，我覺得太
誇張，拒絕咗。點知每次開槍真係
好大聲，仲要連環不停開，自己都
嚇一嚇，佢哋一開槍我就
成個彈起，好容易做到個
反應。」

奇，想不到話喊就喊，一 take 收
香港文匯報訊 「My Beauti工！
ful Live楊千嬅世界巡迴演唱會」
■千嬅被凍得需由老公
已於3月下旬在廣州揭開序幕，千嬅
丁子高攙扶。
丁子高攙扶
。
爭取實踐夢想不限年齡
為了巡演可謂搏命去盡，在年初她拉
大隊遠赴新西蘭拍攝外景，整個製作費逾
今次製作隊伍認真大手筆，在當地租用整
500萬，千嬅在片段中攀山涉水，拍攝期間因天氣不穩 個私人山峰拍攝，由於山嶺上未有車到達，所以千嬅也
一天之內嚐盡四季，在嚴寒氣溫下千嬅要穿着單薄衣服 要徒步一段山路才到山嶺之巔，在航拍鏡頭下令場面更
拍攝，結果凍到發燒、哮喘發作，不過千嬅繼續發揮其 加震撼，千嬅亦被這個場景所感動！此外，團隊又聘用
■戲中林峯想置周秀娜於死地。
心口勇字精神，憑堅定意志完成整個拍攝。
了一匹明星馬來拍攝，溫馴的駿馬被千嬅任摸任騎十分
■林峯
林峯((左)與古天樂大鬥法
與古天樂大鬥法。
。
楊千嬅年初與老公兼經理人丁子高、廣告界權威朱 合作。雖然工作人員在每個拍攝場景也準備多個暖水袋
祖兒拉大隊到新西蘭的皇后鎮，拍攝在演唱會中播映 及毛氈供千嬅取暖，但她還是被凍病發燒及哮喘發作，
的外景片段，是次在當地邀請了約50名具有豐富經驗 最終她支持不住要去看醫生，而翌日因狂風日暴雨取消
的製作團隊協力拍攝，此行共去了一星期，每天工作 外景，她才有一天時間休息！說到她在嚴寒天氣下落
12 小時，在片段中描述千嬅獨自一人在路途上的經 水，她不禁笑說：「我就係咁黐線㗎！因為好凍，拍
香港文
歷，在無助情況下走過高山低谷、攀山越嶺、即使受 戲都冇咁搏，不過呢啲自己嘢好緊張，大家可以
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為響應國家
傷也無所畏懼，勇往直前，最後她成功自我挑戰，超 見識我為咗個演唱會可以去到幾盡嘅人，我
新華社電 記者昨日在廈門國際會議中心舉
發展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在廣州從化區覓地籌
越自己，同時亦尋找到美麗人生！在拍攝時天氣寒冷 都覺得自己好癲，凍到都就嚟冇聲講嘢，
行的發佈會上了解到，中國金雞百花電影
建「愛心山莊．敬老院」，希望紓緩香港嚴重安老問
兼大風沙，但是千嬅只穿着一件紅色單薄長裙，有一 有哮喘底呀我，所以條氣管唔係好掂，
節（金雞獎年份）未來一個時期將長期
題，泰山公德會將於本月28日於北角新光戲院舉辦「報母恩、
個鏡頭要她躺在湖上，她下水後凍得嘩嘩大叫，並大 不過食藥應該冇事！」
落戶廈門。
弘大愛」籌建「愛心山莊．敬老院」慈善敬老專場，當日會有「鳴芝
叫好凍，而同行的丁生亦忍凍下水從旁協助。在另一
她希望藉着自己的音樂及拍這段
本次發佈會由中國電影家協會、廈
聲劇團」演出粵劇《紫釵記》，大會並於昨日舉行記者會，蓋鳴暉
個場口是拍攝千嬅因攀山令手部受傷流血，千嬅要在 片的構思，將在演唱會上唱的歌串
門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會上，中國
（Joyce）、葉家寶、深圳粵劇團當家文武生曉毅、泰山公德會「全民愛心大行
無助心情下落淚，結果她9秒9培養感情，極速喊到眼 連而成一種能量，她笑言：「我做
電影家協會主席陳道明宣佈中國金雞
動」主席團主席曾鈺成及會長陳英傑等出席。
淚鼻涕直流滿臉，令到在場的外籍工作人員嘖嘖稱 咗40幾歲人都未做過的事，攀山
百花電影節（金雞獎年份）未來五
Joyce表示鳴芝聲劇團首次為該會籌款，去年她睇到電視宣傳廣告時還在想幫這個
涉水、爬山爬石，我又好驚動
屆正式落戶福建省廈門市。這也是
會，豈料年底就真的找她，真是心有靈犀。她說：「我爸爸喺2011年因癌症病逝，維
物，不過同佢（馬匹）做咗朋
該電影節首次長期落戶一個城市。
持咗3個月就走咗，佢冇做化療，好安詳，好多長輩同朋友都係因呢種病而離開，知道
友，呢個世界太大人好渺小，所
廈門市副市長韓景義說，廈門是
癌症藥物好貴，所以想幫一幫。」她又謂做到慈善又做到自己喜歡的事，一點也不覺得
以每個人都應該活得更有自
我國首批經濟特區，是東南沿海重
辛苦，並要向會長學習，施比受更有福。對於在大灣區籌建安老院，她指香
信，去做一啲自己未做過嘅嘢，
要的中心城市、港口及風景旅遊城
港已沒地方，樓價又好貴，笑言遲些也要去大灣區買樓，希望大家都上
因此不管你幾多歲都好，總之自
市，是國內公認的「天然攝影棚」
到車。
己仍然有夢想，大家都要積極去
和一流的攝影地。廈門市將在中國
作為總策劃的葉家寶表示很開心能邀得 Joyce 義演，而當日的門票
爭取同實踐，我都實踐緊，雖然
電影家協會的指導下，精心辦好第
已售罄，並已籌得數十萬元，加上昨日又有一位總理捐出200萬，但
■千嬅坦言原
發咗2日高燒，不過我會堅持嘅，
28屆金雞百花電影節，並扎實推進
整個「愛心山莊」要十數億港元，之後都會陸續有很多籌款會，不
本好驚動物。
本好驚動物
。
因為my beautiful live 。」
葉家寶
蓋鳴暉
電影節未來五屆十年的承辦工作。
排除會跟電視台合作。他又多謝新光戲院免費贊助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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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雞百花電影節
將長期落戶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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