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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使徒行者2諜影行動》除了三大影帝張家輝、
吳鎮宇及古天樂主演外，還有馬德鐘演警隊高

層。當中在馬德鐘與三大影帝開會一幕，男人味很「濃
郁」。今次緬甸、西班牙首次開放拍攝，實在難得，對於
其他演員能遠赴到緬甸、西班牙取景，馬德鐘坦言很羨
慕，希望下次再拍續集。「同張家輝、吳鎮宇及古天樂合
作，他們3位氣場都好勁，大家都拍得好開心。玻璃房
開會一幕，好有張力。我在戲中角色是飾演警隊高層、
『大波士』，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係我演過咁多警察片
以來，最高層的角色。但最神奇的地方是我在動作片中
完全無動作戲，在警匪片中亦完全無揸過槍，都幾大突
破。同埋我好羨慕其他演員可以去緬甸、西班牙拍攝。」

袁偉豪勾脫直升機安全帶
如果畀難度分，袁偉豪演的狙擊手要在直

升機內與街上的伏擊手駁火，這對於有
畏高的袁偉豪有一定難度。「在緬甸仰
光取景，拍攝拯救古天樂、張家輝逃
離槍林彈雨一幕。我一個人在直
升機內，直升機沒有門，不斷垂
直升降，Cut（攝影）機時才懂
得驚，原來我條安全帶，被
我手上支槍勾脫了我都不
知道。當時係被吊在十層
樓高的半空，自己又畏
高，又要聽錢嘉樂指示
扮開槍，所以一個人在
直升機上，要提醒自己
做好安全措施。本身我
在西班牙沒有拍攝戲
份，由於本身未到訪
過當地，亦想了解拍攝
製作，便自費過去，順
便探女友班。」
人生總不是一路順風

順水，以袁偉豪為例，
1998年拍廣告入行，之後

拍電影。輾轉2007年在香港先生選舉中勝出，袁偉豪
成為冠軍。入TVB拍劇，但多以閒角或配角身份出場，
至近年角色及戲份開始吃香及上位，更在2013年於
《TVB 馬來西亞星光薈萃頒獎典禮2013》奪得「TVB
最具潛質男藝員」。去年，在「萬千星輝賀台慶」中憑在
劇集《棟仁的時光》的演出，獲頒發「馬來西亞最喜愛
TVB男主角」和「新加坡最喜愛TVB男主角」兩個獎
項，在同一台慶節目上與黃智雯齊齊奪得兩地「雙料」
名銜的演員。說回人生最低潮時，袁偉豪多謝在自己低

潮時，馬德鐘的鼓勵。

獲馬德鐘分享人生經歷鼓勵
「我當阿Joe好似我哥哥咁，我初入行嘅時候已經認
識佢，大家一齊拍電影。記得2001年，係我事業好低迷
嘅時候，當時同馬德鐘一齊拍緊《飛虎》。大家企喺白沙
灣碼頭，兩個人望住個海。阿Joe見我情緒好低落，佢
分享好多佢自己嘅人生經歷。當時因為生活真係迫到
我上絕境，我出面欠20幾萬卡數。佢話『得㗎啦，我囝
囝出世時都要養家都係咁，頂住啦』。當時Joe最鼓勵
性的說話就係，『頂住囉』。就係咁，頂住了下來。」

問到旁邊的馬德鐘可記得此事，馬德鐘表
示記得，自己在這個行業咁耐，很明白
做娛樂圈需要捱，逆境過去了，順
境就會來臨。馬德鐘說：「欠卡
數其實好平常，我個仔剛出
世時，我也是工作量不
多，也試過欠卡數，但
日子捱過了，就Ｏ
Ｋ。（可有想過借
錢畀袁偉豪應
急找卡數？）
都係嗰句，
欠卡數好平
常，過咗就
冇事。」

人生低谷時欠逾20萬卡數

袁偉豪 馬德鐘

一句話撐下去靠

電影《使徒行者2諜影行動》講的是

兄 弟 情 ， 馬 德 鐘 （Joe） 同 袁 偉 豪

（Ben），看似不相連的兩個人，原來

大有淵源。在袁偉豪人生最低迷，甚至

欠20多萬卡數時，就憑馬德鐘這位大哥

哥當時的一句話，「得㗎啦，頂住

囉！」令他撥開濃霧，走出困擾。其實

人生總會遇到高高低低，只要跨過了，

回頭一看，所有困難都可以克服，不是

大問題。 採、攝：植毅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林芊妤
（Coffee）昨日到商台接受訪問分享減肥
心得，她表示入行之初的確是肥妹仔，不
過後來她做瑜伽和大運動量，體重才保持
在53kg，而懷着BB時她增磅至68kg，但
生產10日後已回復原來體重，她相信是
餵人奶容易瘦。
Coffee透露最近去過做基因檢測，報告

指她身體尚算健康沒遺傳
病及癌症風險、IQ 正
常、EQ甚高、對音樂有
天分、抗壓能力高及運動
耐力亦高。但她笑言被
老公取笑她低能，她在
睡覺時就望着老公問才
九個月大兒子會否像
她一樣低能。Coffee
表示也有叫老公去
做基因檢測但未出
報告，她最想知老公
的忠誠度，她笑說：
「我忠誠度是最高，
如果他是低，我就要
管教他多點，不過他向
來死板如木頭，性格
內向很悶不浪漫，即
使高大靚仔，仍奉勸
女仔不好埋他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
全）麥浚龍（Juno）昨日到商
台為新歌《情感的廢墟》宣
傳，他指今次新歌模仿90年
代的曲風、唱腔及情感去演
繹。Juno提到90年代娛樂事
業蓬勃，當代歌手懂得賣弄技
巧，雖然他沒特定模仿對象，
但要加上震音、咬字要誇張一
點、口也要張大一點去唱，所
以錄歌的過程也比較難。
談到最喜愛的90年代歌手，

Juno表示跟電影有關的歌也會有
興趣，例如像電影《護花傾情》
Whitney Houston所唱的歌，今次
他希望新歌能讓樂迷聽罷會心微

笑，憶起自
己在90年代
做過的事和
聽過的歌。
對於自己的
90年代，Ju-
no指當年他
還在讀書，
但小學一年
級便到了加
拿大，一點
英文也不懂，於是不停看電影聽歌
去學，然而當對英語開始有信心
時，家人又要回香港，那時他真的
連自己的中文名都未識寫，所以語
言對他來說就像命運一般。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梁靜儀）陳柏
宇（Jason）昨日到尖沙

咀拍攝微電影《新生．
鳴》，劇中飾演患急性腎衰

竭病患者，同時帶出捐贈器官
的訊息。
Jason表示在加拿大已簽了器

官捐贈卡，在香港也有簽，他

說：「細個在加拿大考車牌已
經填咗，鼓勵啲人有意外就捐
贈器官，拎住就捐得，唔使問
家人，唔似香港咁複雜。」他
謂因之前換銀包時遺失了器官
捐贈卡，會再拿兩張返屋企填
寫，一張給自己，另一張就給
太太，他又百無禁忌說：「最
好唔好一齊有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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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思穎）容祖兒（Joey）前晚踏入
第十場演唱會，全晚表演甚High的
Joey同歌迷打成一片，但原來Joey太過
投入演出，不慎被人工智能咪架撞傷耳仔，
向來樂天的她自言慶幸不是撞傷嘴，否則會嚇親

大家。

當晚捧場的圈中人有胡杏兒、黃智雯、胡蓓蔚、關心妍、李施華、
姚子羚等，當晚邀得Dear Jane擔任表演嘉賓，Joey在台上表示跟Dear Jane一
見如故、一拍即合，第一次合作是由成員Howie為她作曲的《心之科學》，獲得
很好成績。主音黃天翔（Tim）就要多謝Joey：「年初我們開紅館演唱會，Joey未
等我們開聲就已經主動話Mark期來支持。」Joey笑道：「嗰日我見你幾個有嘢又唔
講，個口含住包嘢咁，既然知道你地開騷就心照啦，我咪主動講囉。」
Dear Jane在台上承諾會再寫歌給Joey，Joey聞言開心說：「係咪㗎，好呀！既然
《心之科學》有好成績，咁你地去開拓教育系列啦，心之體育，心之……」引得觀眾大
笑。繼而大家再合唱《習慣失戀》作結。

歌迷舉牌表達心聲
每晚Joey會坐上飛船跟山頂朋友唱卡拉OK，這晚歌

迷早有準備，紛紛寫上大字報表達心聲，分別有「我要
唱歌」、「雖然我病咗我都想唱」、「老婆生日所以要
唱」，有歌迷更戴搞笑蟹帽博Joey望到。其間有日籍歌
迷舉大字報話要唱歌，日本歌迷努力唱完一段歌後，雖
然無人聽得到他唱什麼，但全場都報以熱烈掌聲鼓勵，
非常有愛。另外又有一個來自英國男歌迷被Joey問：「
Do you love me？」男歌迷答「Forever！」令Joey十分
開心，事後Joey話：「歌迷真係好好，好識逗我開心，
其實歌迷才真正是我奶媽，每晚他們都幫我注進無窮無
盡力量，非常感謝！」
Joey因傾盡全力演出，其間受傷也不察覺，正當人工
智能咪架自動回旋時，反彈力太強，她回家後才發現
撞瘀了耳仔，祖兒在社交平台跟歌迷分享了這個小意
外，並留言道：「真係越跳越起勁，尋晚返到屋企
發現隻耳仔瘀咗，唔怪得知跳緊嗰陣覺得有一下痛
痛哋啦，好彩唔係冚親個嘴咋，唔係就嚇親大家
啦！繼續一切順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楊千嬅於六月十五日在IG上貼
出一張「R.I.P」圖片，疑是悼念一名支持「反送中」條例墮樓
亡的示威者，及後被網民發現該圖片被刪除，惹來部分粉絲不
滿，更表示對她失望，到七月二日，千嬅又在同一IG賬號發聲
明，指自己的IG賬戶被盜用，之後就再沒有更新IG。
鑑於近日有報道指千嬅為「港獨」人士，其所屬經理人公司
（正向文化娛樂有限公司）前日（八月十四日）發出嚴正聲明
表明立場：「本公司特此嚴正聲明，旗下藝人楊千嬅女士，
出生於中國香港，祖籍潮汕，一直以來，一心擁護《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並堅持香港特別行
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公司對
最近於互聯網、微博、微信、Instagram、Facebook等

社交平台流傳的多篇不實報導
（道）及惡意人身攻擊信息，捏造
和散佈楊千嬅女士為『港獨』人士
之謠言給予最堅決的反對和強烈的
憤慨。楊千嬅女士一直深愛中國，
深愛香港，敬請各大平台及用戶停
止傳播有關對楊千嬅女士的不實言
論，本公司將會保留一切法律追究
權利，以正視聽。」
千嬅亦在微博轉發該份聲明，

並留言：「我在香港出生及長大，我愛這遍（片）土地，也熱愛
我的祖國。我相信明天會更好」。

經理人公司發聲明 楊千嬅：熱愛我的祖國

麥浚龍新歌模仿90年代唱腔

陳柏宇自爆已簽器官捐贈卡

Coffee好奇忠誠度
叫丈夫做基因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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