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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媛捲入「天王嫂訓練營」受傷害

■郭富城百分
百信任妻子方
媛。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阿
祖）電影《麥路人》定於 9 月
17 日在內地、香港、新加坡
及台灣同步公映，而昨日舉行
由郭富城主唱的電影主題曲
《灰色星塵》MV 首播會，包
括郭富城（城城）、楊千嬅、
張達明、顧定軒及導演黃慶
勳等出席。城城就妻子方媛捲
入教人釣金龜的「天王嫂訓練
營」一事作回應，希望不負責
任的造謠者收手。

MV 首播，郭富城（Aaron）大讚
欣賞完
填詞的小美能於兩天內將電影中的精

神娓娓道來，不愧為香港首席女填詞人。而
憑《麥路人》潦倒才俊阿博這角色，為城城
帶來英國倫敦東亞國際電影節最佳男演員
獎，他也高興能獲得海外觀眾認同，不過演
這角色無論精神及身體狀態上也很辛苦，本
來兩年前拍完他已「甩掉」角色，但早前入
錄音室錄主題曲，又令他再墮入了角色中，
再一次難受：「錄音時我眼淚未停過，無辦
法唱到，現在我都自然地哽咽，眼淚在眼眶
滾動，但角色中又要我沒流過一滴眼淚，這
真的好難受，但都希望觀眾可以聽到阿博和
我郭富城的聲音！」千嬅也認同看到 MV 中
電影的畫面，就恍如昨日發生，惹來很多感
觸。

千嬅爆城城無時無刻在入戲
千嬅亦表示跟城城和萬梓良對手

郭富城 撐妻

叫造謠者收手
戲最多，自己有幾場戲尤其城城跟她永別
時，都有些難以釋懷，也多得這班好對手引
領自己入戲。千嬅笑說：「我們一拍就十幾
二十小時，但放飯時 Aaron 總躲在房中不出
聲，我便拿着腸粉、豬骨粥叫他吃，他就用
阿博的語氣聲調說『不吃了，我個角色不可
以肥』，嚇得我立刻放低就走，怕會搞了他
出來，會搞到他靈魂出竅要重新投入！」
城城坦言真的有試過餓到胃痛，但為求角
色更立體，捱餓也沒法子。千嬅又笑着讚城
城，在不用埋位時，她見城城又揹着背囊不
放低，還心想他的助手太膽大沒好好照顧
他，原來是他無時無刻都在入戲，城城笑
答：「我放不下包袱，其實背囊裏面沒什麼
財物，只有幾卷廁紙！」所以千嬅衷心讚
賞：「個個演員都好勁，自己都要打醒精神，
而且好劇本好難遇到，要很珍惜機會。」
《麥路人》即將上映，城城指疫情之下市
民沒娛樂都「餓」了很久，即使自己外出添

置日用品時路過看到關了的戲院冷冷清清都
好心噏和難受，他都希望觀眾重新入戲院看
一下這部帶着正面訊息的電影，當然也要先
做好防疫措施才入戲院，實行齊心抗疫。

檢測屬陰性呼籲大家參與
城城又呼籲大家應該去做全民檢測：「我
都做了，是陰性呀！上星期我拍完戲收工，
沒預約 walk in 去檢測，也不用排隊 5 分鐘就
完成好方便，我覺得大家都應該去做檢測，
因為可以檢測到隱形的帶菌者，這樣令社會
更加快復元，如果做到再沒新增個案，對各
行各業也好，食肆、娛樂場所復業，經濟可
以恢復過來，就連小朋友都可以正常上
課！」千嬅則表示未有全民檢測計劃時她已
做過新冠肺炎檢測，不過她都支持表示會再
去檢測多一次。
另談及之前有報道指一些女網紅透過參加
「天王嫂訓練營」釣金龜，其中城城太太方

■千嬅大爆與城城合作趣事，忍俊不禁。
媛也被捲入傳聞當中，城城昨為太太護航
說：「我太太都回應過啦，這些都是不實的
報道，現在網絡世界太過自由，什麼不負責
任的也講，在散播謠言，這會令當事人難
受，我太太又不是娛樂圈，最多都是半個幕
前，只間中做些平面廣告，對她來說是一種
傷害，我做丈夫當然撐她，希望不負責任的
人收手吧！」

張達明未收到金像獎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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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阿祖）張
達明憑《麥路人》奪得今屆香港電
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但他笑言至
今獎座還未收到：「我其實之前路
過金像獎辦公室樓下，上去問過說
要出了特刊之後才有，現特刊也出
版了！」會心急想將獎座拿在手
中？達明笑說：「都需要，我要影
返張靚相派給大家嘛！」今次《麥

路人》一班演員拍得好開心，達明
當然想原班人馬再拍多部戲，城城
和千嬅也叫他去編劇，城城笑謂這
次想拍喜劇，達明笑指可以開部
《入伙人》，大家一定睇得開心，
不過他也要求導演黃慶勳要安排他
演談情說愛的角色，因他真人都幾
靚仔，不好再要他咁「殘」！
顧定軒也很榮幸能跟多位前輩學

■張達明（左）與郭富城皆憑演出
《麥路人》奪獎。
習，最記得拍《麥路人》時沒自己
戲份，都會從旁看前輩們的演出，
從中偷師，也令自己有所進步。

■郭富城在戲中扮演潦倒才俊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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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浣儀自爆丈夫患病
曾問鮑姐羅蘭姐借錢
蘇永康偕母做全民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吳浣儀應邀為好友苑瓊丹主
持的《開工大吉》做訪問，暢談多年演藝生涯的點滴，又自爆年
輕時任性「喜愛夜蒲」，更曾因拍拖而拒絕續約電視台，其後因
■Deep 在每周一次的 live
老公患病要肩負養家責任，才復出幕前！
show 開放了「課金」功
浣儀姐大爆年輕時喜歡周圍去玩：「當年收工後要去『蒲』㗎，
■蘇永康在採樣中心門外拍照，支持全
能。
去飲嘢跳舞，跳得好勁，我係鍾意去玩！年青時有人讚我幾靚，加
民檢測。
上讀書時有做過舞台劇，覺得自己鍾意做戲，見到電視賣廣告，又冇
■吳浩康開
吳浩康開Live
Live找來農夫做嘉賓
找來農夫做嘉賓，
，爆笑連連
爆笑連連。
。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咩做咪試吓考訓練班，諗住唔得，點知又過晒關，所以話真係整定
文芬）政府自推出普及社
嘅！」浣儀姐興奮得在苑仔面前示範舞姿。
區檢測計劃，昨早登記
入行初期，她都是做閒角扮茶客，兩個月後便接拍有分量角色迅速走
人數已逾120萬人。
紅：「因為我以前又曳又惡死，所以角色都叫做返自己，好自然就發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 Ken宣傳剛推出的新歌《我們都想旅行》。
不少演藝圈人都響
到，至 1975 年我因為『嬲』而離開電視台， 當年都算年輕，做咗兩年突然
吳浩康（Deep）跟農夫近日將
Be應支持，蘇永康昨日
搵你做啲閒角，加上唔小心
NG 就會有說話聽『唉，冇船過海啦！』，當時
玩層層疊爆爛 Gag
yond歌曲《農民》重新編曲為《農民
在社交平台表示，
又剛開始拍拖，咁咪唔鬼做囉！」她表示愛情成為離
Remake》兼翻唱，前晚Deep在每周一
除了唱歌，三人大玩「問題層層疊」遊戲，每人
已與媽媽、照顧她
巢動力，否則應不會太衝動拒續約。直到丈夫患病，
次的 live show《Deep Night Show》便 輪流抽木條，抽到問題木條便要答問題，如陸永抽
的傭人及司機一
一邊照顧家人，一邊拍劇養家，成為人生最艱辛的日
請來農夫擔任嘉賓，擅長搞笑的農夫不停 到「冇女 vs 冇錢？」他便說：「我就係因為有兩
起履行了公民責
子：「當時真係唔做唔得，仲要問鮑姐、羅蘭姐借錢過
大放笑彈，頓時變成talk
show一樣，而英 個女搞到我冇錢，仲要揀？」Deep 抽到「如何
任做檢測，希
難關，要拍劇還債！」浣儀姐近期因為疫情而閉關，但仍
皇同門洪卓立亦有支持課金點歌。
掩飾當眾放屁？」他答道：「望住隔離嗰條友
望大家踴躍參
期待好劇本降臨。
Deep 演繹農夫的《重新找到你》來介紹 吖，最基本啦呢啲。」最後 C 君抽出木條令層
加。他又感
浣儀姐專程買蛋糕為臨近生日的苑仔慶祝，但反被苑仔
農夫出場，不過農夫出現後，網民笑指似 層疊塌下來成為輸家，不過三人見問題十分
謝所有前線
「嫌棄」說：「我話唔好客氣，唔好買蛋糕啦，直接封利是
talk show 多過唱歌 show，不過二人一於少理， 有趣，索性把全部問題都答一遍，如問到
醫 護 人
畀我算啦，點知佢話我俗氣！又大一歲，唔好問我幾大年紀，
繼續「搗亂」一番。C
君表示原本可以跟 Deep 「男人最痛係乜？」陸永立即爛 gag 上
員，支持
我哋都係第一次慶祝生日，非常難得！」
一起唱 live 很開心，但看完 Deep 唱歌後便很不開 身：「因為其實我都聽過一位前輩，佢都
香港再
心：「因為你唱得咁好聽，仲要唱我啲歌，咁我 係講話『算這種』咋嘛，都冇講係邊
出發。
以後仲點唱嗰隻歌？」
種。」又例如問到「最正的女明星（不
《Deep Night Show》開放了「Superchat」功能， 計 Do 姐）」二人「九唔搭八 mode」
如網民或粉絲「課金」支持，留言便會置頂。當晚農 啟動，C 君說：「洪卓立幾正㗎。」
夫搞笑不停讀出課金支持的網民，沒料出現了一位驚喜 陸永望着 C 君：「你鍾意洪卓立
■吳浣
嘉賓便是洪卓立（Ken），Deep：「嘩！洪卓立喎！佢 呀？我鍾意張敬軒喎。」完 show
儀提前替
話要聽《寵物小精靈》。兄弟，你打機都唔止課（金）咁 前 ， 三 人 唱 出 新 歌 《 農 夫 Re苑瓊丹慶
■吳浣儀自爆年輕時愛
少啦。」見到 Ken 支持自己，Deep 亦禮尚往來，乘機為 make》。
祝生日。
祝生日
。
跳舞。

吳浩康開 live 收洪卓立課金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