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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後有妻女甜品加湯水滋潤

任達華 獲 安祖蓮娜
越洋慰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李思穎）任達華（華哥）上月在中山出席活動時
遇襲受傷，被刺傷腹部和 4 隻手指，經過大半個月的休養後，他已在上周日（11
日）首度復工廣州宣傳電影《小 Q》，昨晚再度出動為該片宣傳，也是受傷後首
次正式出席香港活動。華哥透露妻女因照顧他而清減，又收到曾經合作的安祖蓮
娜祖莉（Angelina Jolie）短訊慰問，難怪華哥大讚全世界都充滿愛！
影《小 Q》於今日在香港上映，華哥、鄧小
電巧、沈慧林等昨晚到九展出席《小
Q》視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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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愛心場，與 40 位視障人士齊齊觀映。儀式
上，電影公司安排了導盲犬參與外，更找來心光盲
人學校的學生擔任主持，視障人士劉亦強和有份參
與該片的鄧小巧，一彈一唱《陪着你走》。
華哥精神狀態不俗，但右手有兩隻手指仍要用紗
布包紮着並束上護臂帶，現場有兩名保安陪伴，遠
不及早前到廣州出動 80 個保安之多，華哥先在台
上分享近況，他表示：「多謝朋友對我關心，太太
和女兒因照顧我而清減，自己很感動，其中在2013
年合拍《盜墓者羅拉》續集的安祖蓮娜祖莉也有傳
短訊慰問我，令我覺得全世界都充滿愛，老婆琦琦
和朋友買了很多東西給我吃，又有女兒親手弄的甜
品，讓我好心甜。」
華哥受訪時表示：「上周開始做物理治療，預計
做半年至 9 個月，而護臂帶起碼要戴 8 至 10 星期才
能除下，雖然事發至今已近一個月，但仍未完全恢
復，不過自己很喜歡《小 Q》部戲，也要來出席支
持。」受傷後的華哥要暫停運動，但卻
有不少湯水滋潤，令他胖了一
磅多，說到他收到安祖
蓮娜祖莉慰問，華
哥開心說：「收
到好多朋友慰

■ 演員和導演到九展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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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蕊妮不擔心新劇收視 曹永廉戲裡戲外小男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吳文釗）田蕊妮
（阿田）、曹永
廉（阿廉）、
李思捷和余思
霆等人昨日
宣傳下周首
播的新劇
《她她她的
少 女 時
代》，眾
人換上運動
服裝挑戰瑜
伽動作，下
月舉行演唱
會正好大晒努
力 喼 弗 的 成
果，大晒纖腰。
阿田對健身效果仍
■阿田表示不擔心收
未滿意，現在都加緊
視，阿廉則笑稱收視好
操練希望在演唱會上給
當然會開心。
當然會開心
。
到觀眾驚喜。笑問她是否以
六塊腹肌做目標時，阿田說：
「女仔就很難，但希望可以再收乾一
點，凸顯身體線條，現在都是吃健康餐，少油
少鹽，希望一個月後有成效。」對於相隔一年多才有新劇推出，阿田
表示不擔心收視，因為觀眾反應很難預測，但一班幕後看完後的評
語都說好看，說：「劇集好看是最重要，演戲的大前提不是要有什
麼收穫，作為一個演員的職責是演好戲和娛樂觀眾。」
不敢自居是男主角的阿廉透露劇中飾演一名小男人，笑稱對他
難度不大，因為現實中他與太太相處都差不多，說：「我是個很
公道的人，但未必是浪漫的人，兩公婆相處最重要是忍耐，加上
有外父 John 哥（姜大衛）在，我都不敢做什麼，唯有忍，這是
最大原因。」至於經濟權是否全交給太太掌管，阿廉笑道：
「都不是，會留一筆錢給自己，其他都給老婆投資及供小朋友讀
書用，老婆都不是大使的人，總之經濟權在我
手，使錢權在她手。」

余思霆否認被男友禁行性感

提到下周起兩線劇集都有阿廉出現，他表示
自己拍劇產量不多，維持一年拍兩部，只是剛巧
安排同時播出，所以也沒有存貨。至於對收視有
沒有信心，阿廉笑稱收視好當然會開心，正常
也無辦法。
穿上運動服大騷性感身材的余思霆，拍照時
多次要求穿上風褸，笑指她是否被男友禁止行
性感，她只尷尬地傻笑，推說其他人都很保守
怕搶鋒頭，留待將來做女主角時才騷身材。

問，特別是女神安祖蓮娜祖莉，她看到新聞後很關
心我傷勢便傳來短訊，我有回覆多謝她，很多法
國、歐洲影迷都透過經理人送上慰問，我也很多謝
一些醫生朋友、楊受成老闆。」

望以後多抽時間陪家人
被問到何時復工時，華哥表示：「片商們會明白
我現時情況，若然廣告拍攝天是一、兩日，可以先
去完成，不然希望回復做運動後，以最佳狀態先開
工。」他指家人已出外度假，所以沒有陪同出席今
晚活動，稍後他會會合家人一起去旅行，經此一
役，華哥日後希望抽多點時間陪家人，又坦言之前
返廣州工作，太太都很擔心，但他實在太喜歡這部

戲，可以帶出陪伴和愛的訊息，遇到這次困難（受
襲），他依然會向前看和跨過去，當然日後返內地
工作會加強保安，但就不會跟影迷保持距離，人與
人之間是要接觸和充滿愛，說到今次和廣州活動的
保安人數相差很大，華哥笑說：「這是香港嘛，又
有你們傳媒喺度。」
此外，鄧小巧現實中沒有養狗，但就飼養了五隻
貓，幾乎每年收養一隻，牠們是流浪貓，不是有病
便是盲，暫時她應該不會再收養，但遇到屋企附近
的流浪貓狗，便會特意去餵飼牠們，小巧覺得最重
要是幫牠們進行絕育手術，以減少動物被遺棄機
會。小巧大讚片中拍攝的導盲犬很乖巧，在拍攝過
程上也給予牠們大量的愛，機會難得。

港版導盲犬《小 Q》帶出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電影《小 Q》今日上
映，此作品改編自日本作家石黑謙吾的作品—感動
亞洲3億讀者的小說《再見了，可魯》。電影把原著
故事改以香港為背景，羅永昌執導，闡述導盲犬小
Q 與視障人士、寄養家庭和訓練員的友愛關係，平
凡卻燦爛的一生，並獲香港導盲犬協會協助拍攝。
戲中飾演視障人士的任達華，拍攝前除花時間與狗
狗受訓及親近外，亦特意跟導演體驗視障人士的生
活細節，了解導盲犬的情況。

印花
由星皓影業送出《小 Q》電影換票證
20 張予香港《文匯報》讀者，有興趣的
讀者們請剪下印花，連同貼上$2 郵票兼
註明「《小 Q》電影換票證」的回郵信
封，寄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 7 號興偉中心
3 樓娛樂版，便有機會得到戲飛。先到先
得，送完即止。

澳門小姐出爐

梁洛郗奪三料冠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澳門小姐競選 2019》
總決賽於前晚假澳門威尼斯人星光綜藝館舉行，12 位入圍
佳麗經過多個環節的渾身解數，最後由 5 號佳麗梁洛郗連中三元，
摘下冠軍后冠，兼得最上鏡小姐及友誼小姐三料獎項，成為大贏
家，亞軍則由4號佳麗邱國晴奪得，9號佳麗黃蓉奪得季軍。
12位候選佳麗分別為顧容、黃馨慧、陳曉彤、邱國晴、梁洛郗、汪靈、李
嘉儀、羅梓培、黃蓉、呂芷茵、賈安兒、吳雅芳，眾人與主持及評審之間的
妙語對答，還有她們琴棋書畫、功夫、舞蹈等才藝展示、以澳門景點作為主
題的服裝秀也各有亮點。當晚由樂隊 Dear Jane 等擔任表演嘉賓，同場表演歌手還
有陳慧敏，而岑麗香獲邀擔任評判之一。
冠軍梁洛郗是一位斜杠青年（身兼多職的意思），身兼主持人、化妝師、模特兒
等多職，睿智的問答環節贏得評審及現場觀眾的掌聲；在才藝表演環節，她身穿傳統的
中國服飾表演古箏以及中國舞蹈，展現出澳門女性傳統才華的一面。
Dear Jane 表示首次參與選美活動，笑言可以邊食飯，邊於後台看直播，感覺非常新
鮮。當被問到早前與薛凱琪（Fiona）合作的演唱會非常成功，Dear Jane 表示會繼續努 ■梁洛郗(中)、邱國晴(左)、黃蓉(右)分奪
力。希望於不久將來可舉行「全企位」rock show ，與歌迷有更近距離接觸。
冠、亞、季軍。

吳浩康跟何嘉莉首合作

將全裸演出 蔡淇俊積極減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吳浩康（Deep）昨日推出全新廣東歌
《船頭尺》。新歌《船頭尺》靈感來自電影《秋天的童話》中，「發哥」
周潤發飾演的角色「船頭尺」，Deep 坦言本身很喜歡這部電影，三十年來
看過很多遍，在人生中不同的年紀看也有不同的感覺。歌曲中男主角是一
個自卑的男生，長時間單戀着一個地位比自己高的女生，一直壓抑着自己
的感情，堅守朋友的位置，默默守護她，正如電影中發哥船頭尺與大學生
鍾楚紅雖然互相明白對方的心意，但最後也沒有在一起，也許這個帶點遺
憾的距離，就是最浪漫的結局。
今次 MV 女主角找來何嘉莉（Lillian）擔
任，雖然是多年同事，但 Deep 還是首次一起
合作。MV 中 Lillian 飾演一位戲院經理，是
Deep 的上司。Deep 坦言：「我覺得今次的
選 角 好 好 ， 因 為 無 論 外 形 、 character 等
等，Lillian 也是很適合做一個職級比我高
的角色，好多謝她來幫手。」MV 中更
安排了《秋天的童話》的導演張婉婷及
演員吳肇軒客串一角。Deep 更表示導
演 Sunny 在 MV 中 隱 藏 了 多 個 彩 ■吳浩康新歌 MV 女主角找
蛋，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留意。
來何嘉莉擔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蔡淇俊及程芷渝（Milla）昨
日於元朗一間村屋拍攝微電影《出路》。Milla指今次故事是一
男性朋友親身經歷所改編，他自小已想做女性，但為表面給人
看到「正常」一面，便與女生拍拖4年，卻從沒發生性行為，
多年內心掙扎，還曾企圖自殺。蔡淇俊就要演繹這角色，更有
一場背部全裸自殘下體的戲，尺度要比姜皓文的《翠絲》更大
膽。
Milla笑着讚賞蔡淇俊化上女妝很俏麗，似足姚嘉妮，但蔡
淇俊自言似林夏薇多一點，而他得知要全裸演出，立刻努力減
肥：「主要是我不想污染觀眾的眼
睛，不過變成肥仔，是因年初在內
地的家中，櫃門的玻璃突然傾斜將
我的腳割傷了，幾乎割斷腳筋，要
入醫院縫了近40針，休養期間就
不停吃才肥到隻豬一樣！」
蔡淇俊近年主力於內地拍劇及
商演，問是否比較在TVB時的收
入高得多？他表示是還可以，起碼 ■程芷渝
■蔡淇俊
生活得到。

朱紫嬈指父拒做通波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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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思霆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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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朱紫嬈昨日
在電台一個醫療節目上，提及有關心臟病
問題，原來她爸爸正是患有心臟病，需
接受通波仔手術，奈何爸爸不肯接
受，所以朱紫嬈想透過這次節目
加深了解對心臟病的治療，
希望尋找出爸爸抗拒接
受手術原因。

此外，她透露明年將是入行十周年，已計
劃舉行十周年音樂會，她說：「現已向旺角
麥花臣場館入紙申請檔期，同時正籌備兩首
新歌，稍後公司又會將我上年翻唱陳百強歌
曲的 HIFI 碟，趕及在今年 HIFI 展再推出黑膠
碟，也是我人生第一張黑膠碟，而明年又再
出 HIFI，所以有很多工作要應付，忙到不得
了，但忙得很開心。」

■朱紫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