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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梁詠琪(Gigi)日前
拍攝廣告，一改作
風，這次瞓在水池
中，展現出水芙蓉
的一面。拍攝當
日，攝影師在影樓
內臨時搭建一個大
水池，穿上長裙晚
裝的 Gigi 瞓在水
中，配合一些優雅
的手部動作，在水
光波影下，展現完美的面部輪
廓。
「其實只係有少少難度，因為

想營造出好輕、好水潤的效果，
兩邊有工作人員不停攞住卡紙潑
水，製造人造浪，水嘅高度又近
眼，好幾次被水潑入眼，影響拍
攝。而且雙手要浮喺水面，擺一
啲好優雅嘅動作，但實情我隻手
有重量，所以要凌空hold住隻手
响水面，雖然返屋企手臂肌肉有

啲酸痛，但效果好好！哈哈，當
做咗一日gym！」
動作夠晒高難度Gigi都毫無怨

言，她說：「因為要就條腰線，
又要就個樣靚，加埋雙手做動
作，浸足4個鐘，條腰同對手好
攰，手腳浸到皺皮，哈哈，當日
髮型同化妝師都要不斷來來回回
澗水走入水池幫我補妝整頭，大
家都好專業又認真，都係為求效
果靚。」

英國開騷欲邀Jessie J同台飆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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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拍美娜祖華域芝 張榕容
王大陸：壓力超大

香港文匯報訊電影《素人特工》由袁錦
麟導演，王大陸、張榕容、美娜祖華域芝
（Milla Jovovich）、許魏洲、劉美彤領銜
主演，前晚在北京英皇電影城舉行首映
禮。電影中，導演袁錦麟破格地讓《生化
危機》系列女主角美娜，帶着四位「素人
特工」（王大陸、張榕容、許魏洲、劉美
彤），展開一場驚喜交集的國際冒險旅
程。
在布達佩斯封橋拍攝動作戲，由7屆香港
金像獎得主董瑋擔任動作導演，美娜率領
特工小隊展開招招對打，《素人特工》掀
起了一場年輕刺激的視覺風暴。導演袁錦
麟表示：「上一部電影（《風暴》）炸香
港中環，這一部電影炸布達佩斯，我想把
最刺激的場面呈現給大家，也希望這部電
影能給大家帶來坐過山車般的感覺，開
心、刺激、好玩。」王大陸也在現場直
言：「每一個人都突破了自己的極限，去
完成刺激的動作戲，要幫董瑋再拚一個金
像獎！」

女主角美娜在布達佩斯街頭與反派飆車
追逐、槍戰爆破，一幕幕精彩畫面令不少
觀眾大呼過癮，無論是利落身手還是犀利
眼神，都盡顯女戰神的風采。

張榕容布達佩斯賽車
不僅是美娜，主

角王大陸、張榕容
也在電影中聯手呈
現了一場暢快淋漓
的動作冒險，談到
與肖戰合演戲份
時，王大陸坦言：
「有一個動作是要
和肖戰從頂端滑下
來，稍不注意就會
失控撞傷，一連拍
了十幾個 take，我
們兩個人一直在互
相安慰，自己還嚇
到腳顫！」而一改

平日優雅女神形象的張榕容，這次在布達
佩斯落場賽車，令不少觀眾眼前一亮。當
被問及和美娜與榕容兩位女神合作的感受
時，王大陸坦誠表示：「一個是國際巨
星，一個是影后，演對手戲壓力太大
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動畫片《獅
子王》前天在美國洛杉磯舉行世界首映禮，
樂壇天后碧昂絲（Beyonce）帶同7歲女兒
Blue Ivy出席，2人穿上鑽石點綴而成的母
女裝，珠光寶氣閃令令，吸引在場不少記者
拍照。

Beyonce母女裝吸睛

梁証嘉獻熒幕初吻

香港文匯
報訊 泳兒（Vin-

cy）一向予人斯文形
象，曲風亦是一貫的大

路情歌，不過她昨日推出
的新歌《野木蘭》便顛覆
「傳統」， 實行玩暗黑

Dark Side。
其實於今年年初，Vincy已找來

合作多年的填詞人周耀輝設計一系
列以「花」作為主題的歌曲，歌曲

當中更透視Vincy心中種種遐想。這
次「花」系的第二章《野木蘭》則透
視內心陰暗面，一首瘋狂而暗黑的
歌。
另外，Vincy 亦親自邀請Sheng

Wong及Fmlik為MV的導演，Vincy
坦言一直有留意二人的作品，並很欣
賞他們在MV中經常透過一些details
位帶出訊息，從而令人反思，「這
首歌很Dark Side，覺得是他們的
拿手作！所以很開心可以邀請到他
們合作。希望透過這個MV可以見

到一個比較 powerful、剛烈的自
己。」造型方面亦是度身訂做，
Vincy在MV中扮演一個似人非人、
似天使非天使、似魔鬼非魔鬼的「生
物」，很多人認為天使代表純潔；魔
鬼代表邪惡，不過Vincy不認同非黑
即白，「人生中是有很多灰色地帶，
可能人才是最複雜。希望透過這個
MV讓大家反思，給一個機會讓自己
的思想遊走，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抒
發情緒，不應該太壓抑自己陰沉、
evil的一面，其實每個人都一樣。」

泳兒新歌瘋狂暗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寧寧） 處境喜劇
《愛．回家之開心速遞》一向人物多支線
多，總有一個角色得你歡心。本周五「紅
衫魚」蘇韻姿將會同梁証嘉飾演的「朱天
梯」發展一段夢幻戀情，劇情浪漫如台灣
偶像劇，梁証嘉更獻出他的熒幕初吻，十
分Sweet。
入行11年的梁証嘉昨日同傳媒見面，梁

証嘉目前非「TVB親生仔」，所以可以有
自由度出外接工作。過去一年他主要是回
內地發展演藝事業，於內地拍網劇及電
影。最近加入《開心速遞》演「朱凌凌」
吳偉豪的哥哥「朱天梯」，是一個PlayBoy
性格的律師，梁証嘉說：「之前返公司撞
到祥哥(監製林建祥)傾偈，佢叫我返去
TVB試下拍處境劇，我覺得角色設計幾豐
富，有發揮，很不錯。明天播出的一集
《開心速遞》，劇透同蘇韻姿感情線有進
一步發展，有咀戲，十分Sweet。梁証嘉

自去年已同相識十
幾年的圈外女友結
婚了，問到証嘉需
要向另一半報告？
可怕太太呷醋？他
表示同太太互相信
任，所以拍之前也
沒有向太太匯報。
以往他在《天與地》中同張景淳

合作，近日張景淳被傳同呂慧儀撻
着拍拖，問到梁証嘉可看出端倪？
梁証嘉說：「唔覺他們拍拖，張景
淳同呂慧儀的確好熟，可能合作得
耐，見他們排戲時大家好有默契。」
另外，問到有網民揚言「圍
TVB」，梁証嘉表示希望大家清楚，
別將所有事炒埋一齊，梁証嘉說：
「你可以表達自己意見，不要不看我們
的電視劇。總之尊重觀眾選擇。」

雖然不是第一次在歐洲開個
唱，但已經宣佈未來將不

再有大型巡演計劃的莫文蔚，之
後的動向讓人非常好奇，趁着短
暫在英國陪伴家人一個星期的假
期空檔，莫文蔚大方接受包括英
國BBC電台、路透社等國外媒體

專訪，以流利英文暢談對音樂人
生下半場的規劃。

BBC路透社爭相訪問
首次見到亞洲天后莫文蔚的外

國媒體，對於天后106公分長腿
與凍齡的美貌驚為天人，媒體都

非常好奇「莫后」宣佈不再舉辦
個人大型巡演後的人生規劃。莫
文蔚身為首位擔任全球知名音樂
劇「Rent吉屋出租」主角的華語
歌手，對音樂劇始終不離不棄，
自認這次已經將「莫式演唱會」
做到極致，正如巡演的名稱「絕
色莫文蔚演唱會 The Ultimate
Karen Mok Show」般，「絕」已
是無法再被超越的。因此在音樂
生涯的下半場想要轉換跑道、挑
戰自我，並首次透露希望能用自
己的歌曲打造一部以《孤星淚》
為目標的音樂劇，讓歌迷有機會
感受她音樂的不同面貌，將華人
歌舞劇帶往世界，打造華人百老
匯。

對演唱會總是很有想法
莫文蔚對於演唱會總是很有

想法，身兼演唱會總監的她曾在

3年前米蘭巡演時邀請倫敦音樂鬼
才米卡(Mika)擔任演出嘉賓。被問
到這次歐洲演出最希望與哪位音樂
人共演，莫文蔚興奮表示希望邀請
在《我是歌手》節目中奪冠的英國
歌手Jessie J同台飆歌，巧合的
是，莫文蔚曾在2008年北京奧運
開幕及閉幕式演出，而Jessie J則
是2012年倫敦奧
運閉幕式的表演
嘉賓，兩位東、
西方樂壇的巨星
若能同台，一定
是 演 唱 會 最
「絕」的橋段之
一，令人
期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

植）剛剛宣佈「絕色莫文蔚

25周年世界巡迴演唱會」將

成為個人歌唱生涯最後一場

大型巡演的亞洲天后莫文

蔚，將於九月第二次在歐洲

舉行個唱，成為首位登上法

國巴黎具150年歷史 「女神

遊樂廳（Folies Bergeres）」

的華語歌手，及選擇在傳奇

樂團 The Rolling Stones 和

Bon Jovi曾演出過的指標性

英國倫敦守護神劇院(Lon-

don Palladium)開唱，將華

語風吹進歐洲百年音樂殿

堂，為其演藝生涯寫下威水

事跡。莫文蔚表示希望邀請

英國歌手 Jessie J 同台飆

歌。

要打造華人版

■Beyonce同愛女一同現身。 美聯社

■左起：袁錦麟、王大陸、張榕容、劉美彤及大衛麥金尼斯現身首
映。

莫莫文文蔚蔚■莫文蔚在倫敦接受當地媒體採訪。

■莫文蔚穿上
紅裙拍海報。

■■莫文蔚將在英國倫敦守護神劇院開唱莫文蔚將在英國倫敦守護神劇院開唱。。

■莫文蔚於英國留倩影。

■梁証嘉加入
《愛．回家》
後 開 始 集 人
氣。

■泳兒

■■梁詠琪瞓在水中梁詠琪瞓在水中，，配合一些優雅動作配合一些優雅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