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2 新聞娛
樂

■責任編輯：梅馨文 ■版面設計：黃力敬

20202020年年55月月1515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

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李思穎）

滕麗名（阿滕）與陳浚霆
昨日雙雙到電台為《愛．回家

之開心速遞》宣傳，已重返《愛》劇
近一個月的「風少」陳浚霆經常在劇中對

呂慧儀（長腳蟹）態度苛刻，陳浚霆笑說：
「我媽咪顧紀筠叫我不要對阿蟹咁mean（刻
薄），我話是角色需要，之後對阿蟹會有改
善，其實我戲外對她好好。」陳浚霆跟阿滕對
手戲不多，他希望日後可以增加兩人同場戲
份。問到會否開口向編劇提議？阿滕笑謂：
「我唔敢，其實劇中人物都有交接機會，只是
遲早的事。」
說到日前阿滕約同袁文傑、林淑敏等人行山，

在他們的合照所見共有9個人，超出「限聚令」
所限人數，對此，阿滕即說：「我們沒可能9個
人一齊行的，因大家速度不同，有的是BB班，
我同袁文傑都有分高手中的腳短和腳長，所以我
們兩三個一組分開行，好彩有袁文傑帶頭，他身
形太高便把樹上的蜘蛛網掃走，搞到成頭蜘蛛
網。」陳浚霆證實他們行山時沒聚在一起，因在
電話群組見到他們不停對話，阿滕笑說：「對
呀，我們影完相就分開行，唯有用電話問大家
行到去邊，放合照時因怕引來誤會，特
地刪去袁文傑，結果給對
方埋怨，最後便在相中加
番幾個袁文傑，哈
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王
灝兒（JW）昨日為ViuTV節目
《Chill Club》擔任嘉賓，她透露
該集主題是「入行 10 年的歌
手」，坦言不經不覺自己入行已
有10年，說：「頭三年我都是一
邊讀書、一邊唱，所以不覺得已
有十年，原本今年都想出大碟和
做迷你音樂會。但因為疫情都要
押後。」JW稱如明年補辦但慶祝
入行11年就有點奇怪，說不定到
15年再辦，或者入行20年帶小朋
友去看她演唱會。
笑指JW已有入行20年後的畫
面，是否已有計劃結婚生仔，她
說：「結婚計劃就無，不過20周
年計劃就有，結婚都是順其自
然，但這10年內應該會發生。」
JW稱入行10年後也要想想下一
個階段要做什麼，想在事業上有

突破，說：
「之前我有跟
彭秀慧導演學
做戲，覺得自
己對演戲都
很有興趣，
可以做一些
不是我自己
性 格 的 角
色，要做癲
婆或醜女都可
以。」另外，
昨日有傳 JW
舊愛魏俊杰
（Mark） 與
鄧紫棋秘婚，她說：「剛才有
同事跟我講過，如果是真的會
恭喜他們，不會驚訝，因為兩
個人走在一起，都是想開花結
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梁小冰、
高皓正及葉家寶昨日到牛頭角向市民派發
口罩，葉家寶表示早前影音使團創世電視
舉行網上音樂會及佈道會點擊率達30萬，
決定將於父親節再次舉辦音樂會。家寶又
稱為向疫境中的市民打氣，影音使團創世
電視早上特別上載3部以2003年沙士疫情
為主題的電影，《天作之盒》、《亞洲英
雄》及《天地孩兒》，讓市民重溫。
有份參與演出《亞洲英雄》的梁小

冰，被問到可有戲癮？她表示不是太大
戲癮，但就有捧老公陳嘉輝有份參演的
處境劇 《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場，她
說：「我好鍾意睇老公喺劇中演嘅朱展
一角，個角色鈍鈍哋，幾似佢真人，而
劇中每個角色都係度身訂做，我又好鍾
意睇老公扮綠燈俠，老公睇自己肚腩唔
夠肥，搵嘢攝高啲，其實每當有老公嘅
演出，我會同個仔一齊看。」問到可想
客串演出？她表示自己很少演處境劇，

要視乎角色是否適合。
育有三名子女的高皓正，表示疫情期

間大多留在家中，而開設診所的太太也
是網上診症，趁着近日疫情稍緩和，都
想出來鼓勵各位爸爸，他謂近日與其他
家長網上聊天，發覺家長現時經常留在
家中照顧孩子們及變身成為老師教導孩
子讀書壓力很大，他說：「教小朋友教
到忟當然有，但我發覺小朋友喺父母親
自教導下，成績比之前都有進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
思穎）楊思琦昨日到新城做
訪問，因女兒卓穎在疫情下都
留在家中，是以要求媽咪帶她一
同前來，卓穎跟媽咪合照時，笑容
滿面，一點也不怯場。
思琦因疫情關係，暫時工作叫停，

這段時間便忙着湊三個月大的囝囝「豬
豬」，提到囝囝即甜入心的她表示：「豬
豬不論睡覺、吃東西、洗澡，全部表情都好
得意，我十分享受。」她指女兒好愛錫弟弟，

會幫忙照顧，又會唱
歌給弟弟聽。問到母親
節如何慶祝？思琦稱：
「只在家中簡單慶祝，老
公行好遠路買了個朱古力蛋
糕給我，我本身不嗜甜，不過
個蛋糕好好味，不太甜又鬆化，
阿女就畫了一張卡給我。」
說到老公有否幫手湊囝囝，思琦表

示：「都有，正在學習中，（囝囝似
邊個？）似我又似老公，BB的耳仔和額
頭好大似我，他都易湊，愛吃愛睡，食
飽便會推開奶樽叫你掃風。」

香港文
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索媽陳爽
雖已是兩個小朋友的母

親，但身材依然很弗，近日她
再度應邀為美容院擔任代言人，並拍攝
新一輯廣告。為了以最佳效果拍攝，陳爽
在拍攝前一個月已開始每星期接受緊密
的紮肚修身療程，並配合均衡飲食，
尤其自家拿手滋補養顏湯，更是內
外兼備。陳爽表示在疫情非常時
期，仍有做適量的郊外緩步跑及
跳繩等輕量運動，除了可以帶
同一對子女前往共同保持身
心健康，也可增加家人相處
的時間，她更在短短一個
月瘦了八磅。拍攝當
日，陳爽穿上訂製的
一套露腰高叉白
裙，不但透出仙
氣，更能突出
紮肚修身後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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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儀）新晉歌手施匡翹
將於本月22日晚上9時舉行首個

網上慈善音樂會，昨日她在官塘為音樂
會進行綵排，其間師弟謝高晉戴上施匡翹的

偶像周潤發(發哥)的面具及推出印有發哥肖像的生
日蛋糕為她預祝24歲生日，令她大為驚喜。

施匡翹表示正日生日是16號，生日願望是
世界和平及疫情盡快過，因為她很想跟歌迷有個生

日聚會，但受疫情影響，唯有留待明年舉行，以及將生日
會改為網上慈善音樂會。她笑謂因見兩位師姐之前都舉行網
上音樂會，於是便向公司提出，並會一如以往將生日利是捐
出做慈善。
她又透露音樂會將以愛情為主題，並揀了多首關於暗戀、
拍拖、失戀等歌曲，被經理人下「禁戀令」的她，坦言很想
談戀愛，她說：「師姐蔣嘉瑩都叫我唔好拍拖，（會唔會靜
靜雞拍拖？）經理人成日喺我身邊，好難收埋，我又較為內
斂，有男仔約我都唔會輕易赴約，可能未遇啱的，但我真係
唔抗拒談戀愛。（有何擇偶條件？）我唔鍾意靚仔，怕冇本
心，鍾意踏實嘅男仔，唔鍾意啲口甜舌滑。」

陳爽紮肚修身

馬國明最近忙拍
劇集《BB 大

晒》，又要抽時間宣傳《降魔
的2.0》，苦笑終於體會到湊女的辛

苦，說：「如果是手抱BB反而容易處
理，但劇中的女兒已兩歲大，要遷就對
方的作息時間，通告都要經常做改動，
名副其實是BB大晒。」馬國明稱明白
小朋友長時間在片場都會倦，所以都會
準備大量零食和糖果來逗他們。至於會
否被嚇怕將來不敢生小朋友，馬國明
說：「又不會的，始終拍劇和真實湊女
有不同，可能將來會覺得很享受。」

痛失愛貓劉佩玥心痛
提到好友唐詩詠日前母親節預告7月

會有神秘禮物送給亡母，惹來公佈婚訊的揣測，也有
人希望詩詠的另一半會是馬國明。馬國明坦言不知詩
詠近況，因為近日都忙開工，只知對方也要為新劇開
工，即使《鐵馬尋橋》群組都很久沒聯絡，甚至早前
詩詠生日都沒時間相約慶祝，希望稍後有時間大家可
以出來聚一聚。

剛痛失愛貓的劉佩玥（Moon）坦言內心仍然很
痛，但工作歸工作沒有因此請假休息，她說：
「隻貓是我與3位朋友一齊收養回來，當時已
知牠年紀大和多病痛，要經常出入診所，現
在終於可脫離痛苦，希望牠在天上能開心
快樂生活。」Moon稱要過一段時間才
決定會否再養貓，但會支持收養或領
養，因為愛貓離世和拍《降魔的》
後，讓她對生死有新體會，覺得先
有捨才有得，要學懂放手。
Moon就透露劇中有很多動作
戲，既要飛上天花板又要碌
地，而且和胡鴻鈞有一段
韓劇式的浪漫愛情
線 ， 說 ：

「我們有一場激咀，是我從演以來第一次，記得初拍
時大家都有少少尷尬，但之後我們都很專業，因為要
配合機位，都忘記了錫了多少次。」

對麥凱程被捕傳聞感驚訝
另外，有傳劇中演員麥凱程因參與社會運動被拘

捕，被無綫勒令停工和飛出劇集宣傳。監製方駿釗表
示不清楚事件，也沒有收到公司指引，表示劇集已有
不少演員，所以沒找對方來。馬國明表示不知道麥凱
程被捕，劇中與對方的對手戲不多，主要集中在
群戲，而且也不清楚對方的私生活。與麥凱
程演孿生姊弟的鄧佩儀聞訊也一臉驚
訝，表示以為因疫情，對方在外
國不能回來。劉佩玥與麥
凱程也有感情線，她
對新聞也覺得
驚訝。

9人
行山超限聚令人數？滕

麗名澄清分開行

聞Mark與鄧紫棋秘婚傳聞

JW祝福舊愛

經理人常在身邊施
匡翹難瞞拍拖

梁小冰笑老公角色「鈍鈍哋」似真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馬國明、劉佩玥、鄧佩儀和譚凱琪等人昨

日返電視城宣傳劇集《降魔的2.0》，眾人分組大玩遊戲和試玩VR遊

戲。馬國明好友唐詩詠在日前的母親節預告7月會有神秘禮物

送給亡母，惹來公佈婚訊的揣測，有網民更猜測對象

會否就是馬國明，但馬國明則說自己近日都

忙開工，不知詩詠近況，甚至早前

詩詠生日都沒時間相約慶

祝。

傳
唐

詩
詠

7 月
公

佈
婚

訊

馬國明
馬國明 不知

情稱
忙

開
工

■

陳
爽

■■楊思琦女兒一楊思琦女兒一
點也不怯場點也不怯場。。

■陳浚霆希望日
後可以增加與滕
麗名同場戲份。

■不經不覺，JW
已入行10年。

■左起：葉家寶、梁小冰及高皓正昨向市民
派發口罩。

■施匡
翹明日生
日，師弟
謝高晉為她
送上驚喜。

■滕麗名搞笑地把袁文傑P在大合
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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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明最近忙拍馬國明最近忙拍
《《BBBB大晒大晒》，》，又要又要
抽時間宣傳抽時間宣傳《《降魔降魔
的的22..00》。》。

■■一班演員為一班演員為《《降魔的降魔的22..00》》宣傳宣傳。。

■■劉佩玥稱要過一劉佩玥稱要過一
段時間才決定會否段時間才決定會否
再養貓再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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