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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華與古天樂(古仔)合演的《掃毒 2 天地
對決》在內地率先上映獲好口碑好票房，上
畫五天已收超過五億元人民幣，至於香港亦
定於 7 月 16 日上畫。今次是華仔墜馬意外受
傷後復工首拍的危險動作戲，華仔坦言經過
一年的休息，開工時仍留有後遺症。古仔表
示他都確有為華仔擔心，其中在港鐵拍開槍
射他後倒地，也怕華仔會觸及舊患而受傷。

墜馬留舊患 拍動作戲要避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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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槍掃射華仔

■華仔預告明
年會以最佳狀
態重踏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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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仔格外小心
2》中華仔身兼監製之
《掃毒職，但控制預算上，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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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邱禮濤做得很好，電影中最
貴是搭建港鐵站的實景，要花
上 600 萬。但這也不足兩位影
帝的片酬貴？華仔笑答：「差
不多啦！」而今次是華仔墜馬
意外受傷後復工首拍的危險動
作戲，華仔坦言經過一年的休
息，開工時仍留有後遺症。他
說：「騎馬戲我當然不會拍，
但拍動作鏡頭前會想很多，不
過到埋位時又會忘記了，反而
是導演會擔心，像在泰國拍一
場我跑上樓梯，我一轉身導演就
叫 cut。」古仔表示他都確有為華
仔擔心，其中在港鐵拍開槍射他後
倒地，也怕華仔會觸及受傷舊患。

The Mira Hotel化妝 ：

華仔古仔皆害怕親熱戲
但古仔自言不怕親身上陣拍槍戰戲，
拍親熱戲才是其死穴：「今次我的角
色幾鹹濕，常被一班性感女仔圍着，
真的尷尬到嘔，本來要摸她們又有
床戲，好彩改了只跳舞，但一拍完我

對眼要即刻望向其他地方！」華仔亦笑謂看得出
古仔拍攝時眼神尷尬，在他而言，也寧學古仔在
戲中講粗口也不拍色情戲。
今次華仔和林嘉欣也有床上戲，華仔笑說：
「着住衫點都得，但無着衫就怎也沒法演戲！」
他記得當年跟張曼玉拍《旺角卡門》，只穿底褲
一場真的很尷尬，另一次跟吳倩蓮拍《天若有
情》輸剩底褲一場，他強行要求導演杜琪峯要拍
遠景交代算了。古仔反而不介意只穿內褲出鏡，
唯一不行的就是全裸演出。

華仔中二之後沒再高
顧名思義，戲中是華仔與古仔兩兄弟反目對
決，華仔指古仔的角色比較複雜，古仔於戲中給
他誤會，無法解釋下被他斬掉三隻手指，遂憤然
當上毒梟。華仔想起讀書時自己跟一班同學被反
黑組召見，其中有位同學不忿被訓導主任視為壞
學生，之後無惡不作，幸最後回頭是岸考了做水
警，古仔在戲中的心態也類近如此。華仔又自言
讀書時都很兇：「王晶有個副導演有日來跟我
說：『記不記得細個我畀你在球場打過？』我細
個幾惡，以為自己是巨人，讀中二時已有現在的
身高，但之後一直沒高過，真慘！」古仔則表示
讀書時爸爸管接送，沒機會跟同學去玩，所以沒
受過引誘，不過之前有跟舊同學聚會，即使有過

拗撬的，再見面也感覺不同了：「有時回頭一看
只要肯放低，一樣可以做很久的朋友！」
提到電影主題曲《兄弟不懷疑》亦由二人合
唱，華仔笑指是兩個最受歡迎男歌手的合作，古
仔則苦笑指自己習慣唱 K 坐着唱歌，錄音時華仔
教他唱歌應站着唱，所以幾乎唱不出來。古仔又
指向來很怕聽到自己的聲音，故從來不聽回自己
的錄音，拍戲則會看playback，華仔表示自己倒是
相反拍戲不看 playback，可能是怕拍得他不夠靚
仔。不過這次合唱，華仔讚古仔相當勤力，錄音
前自備貓紙記下唞氣位。問華仔會否鼓勵古仔再
唱歌？古仔搶答：「真的不好了！」華仔半鼓勵
笑說：「可能另一個廣東歌浪潮就靠古仔！」古
仔搖頭苦笑：「冚冧成個樂壇呀？真是好大個浪
潮喎，不好搞這些了！」但這首歌有機會挑戰金
曲獎，古仔尷尬說：「不好了，轉講其他吧！」

華仔九月展星馬巡唱
另外，2 人接受香港開電視《娛樂頭條 E-news
Headline》主播馬梓軒（William）專訪，去年底
因喉嚨發炎，被迫取消演唱會的華仔，亦預告明
年會以最佳狀態重踏紅館舞台：「因為我九月就
已經喺星馬巡迴，所以由七、八月開始，我會慢
慢投入嗰個節奏，直至明年二月香港演唱會補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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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徐朗軒）
新 人 王 嘉 爾 (Jackson) 早 前 聯 同 陳 慧 琳
(Kelly)、張智霖(Chilam)一同為月餅品牌
拍攝全新廣告片。在全新一輯的廣告
中，三位代言人飾演一隊音樂組合，一
起坐上「Moon Trio」旅行車為「Moon
Tour」啟程，前往不同地方傳達中秋暖
暖的心意。為了營造熱鬧的中秋節氣
氛，拍攝時導演特別安排了十數位演員
聯同三位代言人一同在戶外賞月場地載

蘇麗珊欣賞藝術品洗滌心靈

苑瓊丹期待再跟煒哥合作拍劇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陳煒、苑瓊丹
（苑仔）昨日為元朗一個商場的美食廣場擔任
開幕嘉賓，兩人談到入廚分外投契，現正向飲
食界進軍的苑仔，更有意拉攏煒哥入股，同時
又期待再跟煒哥合作拍劇。煒哥穿上紅噹噹性
感低胸露背長裙，一身亮麗打扮現身，她和苑
仔一見面便雞啄唔斷，話甚投契，說到廚藝更
是互相讚賞，苑仔大讚煒哥廚藝是她唯一摯
愛，笑言：「可惜她整鮑魚沒約我，哈哈。」
煒哥亦讚苑仔的手勢也是五強之內，其實兩人
早於亞視時便開始合作，最近一次合作是 2016
年播出無綫劇集《火線下的江湖大佬》，兩人
都冀盼再有合作機會。
近日煒哥已完成《法證先鋒 IV》戲份，正斟
洽接拍電影《倩女幽魂》中的姥姥角色，煒哥
透露已看過之前幾部《倩》片，最鍾愛是劉兆
銘演繹的姥姥造型，在旁的苑仔即說煒哥應該
是最靚的姥姥。
鮮有露面的苑仔透露正與陳浩民、林子聰等人
計劃在各地合資搞飲食生意，希望把香港地道美
食帶到不同地方，如無意外，九月會先在泰國開
業，跟住會是大馬和內地，她指有拍檔睇住生
意，自己可以安心繼續拍劇，如果發展順利，便
可以拉攏煒哥入股，大家都知煒哥精於烹調花
膠、鮑魚，她可以負責高貴食材，問到苑仔投資
金額，她表示多有多做，少有少做。
有傳她和鄭則仕等人有份參演的劇集《街坊財
爺》押後到九月推出，對此，苑仔表示到時忙着生
意都會配合宣傳，又自爆剛拍完宣傳片，大家一齊
唱歌，首次聽到鄭則仕開金口，笑言對方很有個人
特色，她又希望《火》劇可以原班人馬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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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載舞，恍如一個大家庭參加營火晚
會。
王 嘉 爾 表 示 從 小 視 Kelly 及 Chilam 為
偶像，也沒有想過有機會可以與偶像合
作。受到現場佈置及四周愉悅的氛圍感
染 下 ， 不 禁 讓 Jackson 回 想 起 小 時 候 與
家人一起慶祝中秋節的片段，可是後來
由於工作繁忙的關係，與家人相處的日
子變得難能可貴，希望今年能夠抽空與
至親們一起度過溫馨的中秋節。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
記者 徐朗軒）活潑開朗
的蘇麗珊亦會感到壓
力，她表示除了喜歡曬
太陽做運動外，也很喜
歡欣賞藝術品來洗滌心
靈。欣賞藝術品不一定
要到藝術館，也可以在
街頭找到。最近蘇麗珊
為品牌推廣活動兼攝影
比賽，與日本塗鴉大師
合作，在中環卑利街和
荷李活道塗鴉牆壁，表
面上一幅是黑色大狗，
另一幅是少女大頭圖
畫，但利用 AR 影像效果就會見到熱情如火的太陽、飛舞的花
瓣和燦爛盛放的花朵。
蘇麗珊在拍攝宣傳片當日，突然遇上滂沱大雨，她只好留在
車上聽天由命，等了三個多小時，接近日落時候雨越落越大，
雖然已計劃另一天再拍攝。但蘇麗珊和工作人員都不肯放棄，
嘗試再走到塗鴉牆前，突然停雨還放晴，眾人把握時間立即拍
攝，結果順利完成。
事後蘇麗珊說：「有時會花好長時間去欣賞一件作品，因為我
會上網搵好多作者嘅資料和作品背後嘅故事。而喺香港有時遇到
大壓力時都會偷懶，有時會去搵展覽睇。當工作人員畀部手機我
睇，原來有AR影像效果，啲花會郁，仲有陽光射出嚟，我睇到
嘩嘩聲。原來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欣賞，有另一種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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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祖兒
「以舞會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容
祖兒(Joey)早前為連鎖電器店拍攝新
一輯廣告，不經不覺她已經連續第
十四年擔任代言人。雖然祖兒正積
極籌備慶祝入行二十周年演唱會，
她在拍攝現場依然狀態大勇，精力
十足跟同場的一班韓國舞蹈員、有
份參與拍攝上一輯廣告的日本人氣
女生 Luka 及香港近期 hit 爆的「男
人 EEETV」主角之一的李萬璣，
又唱又跳，為演唱會熱身。這次拍
攝集合了香港、韓國及日本不同界
別的表演者，當現場播出Joey的演

唱會主題曲《Pretty Crazy》時，
眾人聞歌起舞，縱使語言不通，但
卻做到「以舞會友」，Joey覺得音
樂和舞蹈果然是世界各地的共通語
言！
另外，拍攝其中一幕講述 Luka
需要上磅磅重，不過向來磅數跟
年齡一樣，都是女生大忌，所以
大家互相推搪，不敢上磅，唯獨
近期為演唱會落力操 fit 的祖兒毋
畏毋懼，一馬當先衝上磅，除了
令現場一眾女生睇到眼都凸，更
非常羨慕。

■容祖兒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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