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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唱尹光歌 想 Rap 入樂壇
■ 馮盈盈在
網上演技班
進修演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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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互補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梁靜儀）馮盈盈在近日熱播
中的劇集《反黑路人甲》中，首次
擔 正 演 出 ， 飾 演 督 察 「Madam
Koo」，升上女一的盈盈更直言對事業
有野心，希望成為全能藝人，她自言

劇大玩經典電視及電影橋段，盈盈表
《反》示當初知道會有少少類似《喜劇之
王》的劇情後，都有想過以搞笑、浮誇的方法去
演繹，因她從小就喜歡睇周星馳的電影，但後來
發覺這個做法是錯的，跟整個劇情不配合，於是
就改用認真、沉穩的方法去演，觀眾可能會覺得
認真去做反而更有喜感。而劇集播出後，觀眾的
反應亦如她所料。

愛唱尹光的歌，更不排除唱 Rap 闖
歌壇。盈盈亦暢談與節目主
持鄭衍峰的關係。

拍劇與浩信交流得很好
談到拍劇的難忘事，盈盈直言除了在中環除剩
Bra一場戲有點尷尬外，最難忘是拍爆破、槍擊及
飛車場面，因為全都是親身上陣：「拍中槍場面
要裝反應彈喺身上，之後有專人㩒掣，喺心口爆
炸流啲假血漿出嚟，真係好驚，所以表情都係自
然反應唔使扮，記得細個睇好多荷里活動作電
影，覺得裏面啲爆炸場面好神奇，拍嗰時自己好
似置身返嗰啲驚險場面，驚險但都幾好玩，有機
會都想再拍。」
劇中盈盈為查案無所不用其極，更愛上
由王浩信扮演的臥底「張細倫」， 已第
三度跟王浩信合作的盈盈，笑言之前兩
次《溏心風暴 3》及《解決師》都只是
名義上合作，到今次兩人才正式有對
手戲，她大讚浩信是個專業的演
員：「浩信好專業，又係一個好好嘅
前輩，因為大家都想拍出來效果有喜
感，埋位前浩信就問我作為後生仔節目主
持，想了解一下關於時下後生仔嘅思維，希
望可以將呢個元素放入戲裏面，又會問我作為
新演員有冇一啲 idea畀到佢刺激出新火花，佢
呢種態度好值得我學習，同我之前睇佢啲戲
印象好唔同，最記得第一日開工，都係浩信
主動上前同我打招呼同傾偈，令我覺得有啲
唔好意思，我呢個後輩應該主動多啲至
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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叻哥內地遊山玩水慶祝結婚 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阿祖）新冠肺炎疫情至今仍未完全消
除，很多人都被迫宅在家中納悶地過生活，而叻哥陳百祥倒好，
月前帶同太太黃杏秀返到內地遊山玩水，並在友人邀請和安排下
度過結婚41周年，意義非凡。
原來月前叻哥接了一個到廣州的手遊拍攝，叻哥跟太太秀姑先
隔離 14 天後便在廣州拍攝，完成工作之後二人去遊山玩水有一個
月。這次肯拍手遊，叻哥坦言是因為香港什麼都不能做，他苦笑
說：「無得玩、無得食，就連馬場都不能入，所以接些工作，之
後便在內地遊山玩水。」
兩夫婦隔離完之後，先在深圳雲海谷打高爾夫球，朋友得知叻
哥與秀姑結婚周年紀念，特地為他們
搞了一個溫馨甜蜜的派對，令一對恩
愛夫妻感動不已！其後二人轉往首次
踏足的雲南及西雙版納，到有少數民
族的地方參觀，亦到雲南白藥的發源
地、普洱茶廠參觀，獲普洱茶大師鄒
炳良簽贈名貴普洱茶餅。叻哥謂茶
餅上印有「祥」字，鄒大師女兒特
別挑選來送予叻哥。
在雲南西雙版納遊玩後，叻哥和
秀姑又應朋友之邀轉往鄭州，祖國
的河山景物對他們而言都是美麗如
畫的，所以去到那裏叻哥和秀姑是
不停拍照留念，叻哥說他們旅行
去了不少地方，今番的祖國行拍
的照片是最多一次。
■叻哥到雲
南拜會普洱
茶大師
獲贈簽名珍
貴茶餅。

▶盈盈有興趣接拍爆破、
槍擊及飛車場面。

兩年前初出道的盈盈成功揮低麥明詩、
湯洛雯及張曦雯等奪得「飛躍進步女藝
員」，其後一劇接一劇，更成為劇集女
一，未有接受過正統演戲訓練的盈盈，自
知演技上有不足之處，之前更抽空上
「旦哥」鄭丹瑞的網上演技班進修演
技，更有影后級人馬惠英紅及視后胡
定欣擔任星級老師分享演戲心得，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由陳恩碩
監製兼導演音樂劇《我們的青春日誌》受疫
情影響，上演了 57 場後便煞停，主辦單位決
定於 9 月 27 日舉辦一場《我們的青春日誌》
音樂劇「仲 on 緊 line 抗疫音樂會」網上直
播，活動收益扣除基本開支後，全數用作幫
助其班底及其他劇場自由身工作者紓困，陳
潔靈已答應義演，其他演出嘉賓尚有蘇姍、
韋綺珊、林德信等。
陳潔靈昨日出席記者會，她透露近大半
年疫情下，很久沒有唱歌：「對上一次便
是 1 月時同倫永亮到東莞登台，之後是 6 月
29 日 到 大 嶼 山 參 與 關 愛 活 動 獻 唱 一 曲
《願》，為港人祈福，以及錄音工作，直
至三星期前收到大會邀請想我在音樂劇上

談到感情事，盈盈去年底與醫生男友分手後，
她與鄭衍峰（Leonard）的緋聞愈傳愈盛，她亦不
諱言對愛情抱開放態度，不抗拒有新戀情，因感
情對她來說好重要，尤其當工作上遇到壓力，身
邊有可信任又愛自己的人聽自己傾訴及分擔是好
重要的，否則將心事積埋在心中，對心理都唔健
康。問到再拍拖會否公開？盈盈大方笑說：「如
有好消息都會好坦誠向大家公布，但開始前會慎
重觀察對象，唔會再好似以前，只要啱 feel 或符
合我特定條件：夠搞笑就開始拍拖，（擇偶條
件？）家要相處舒服最緊要，但就真係要啲時
間相處，咁樣至會長久。」
當問到跟 Leonard 相處可舒服，盈盈即如數家
珍大讚對方：「佢係個好男仔、好聰明、有好多
諗法、做事深思熟慮，唔同我性格，我做事比較
直率、憑直覺又衝動，一凹一凸可以互補不足，
好多事我都有向佢請教意見。」至於何時才可公
布好消息，盈盈笑指這要看時機，因 Leonard 也
有缺點的，就是諗得太多，行動較慢。不過最後
她補充一句，指 Leonard 都是可以發展的對象，
看來二人很快就有好消息傳出。

演唱一首歌，之前見到同業人士在疫情下
手停口停，這段時間應該守望相助，遂應
承義務演出。」她又指日前遇見幾位幕後
人，有郭富城經理人小美、黃柏高、何麗
全，眾人見到娛樂業在這時間面臨困境均
大感無奈，很多演唱會都煞停，自己同肥
媽原定 8 月到大馬開騷都要延期到明年 1
月，但仍需視乎到時情況而定。
她不諱言這段時間沒有收入，問到損失多
少數字，她樂觀回應：「我當作叉電，讓自
己停下來沉澱一下，從中發覺人生有好多事
物值得珍惜，又可以透過音樂自癒心靈。」
早前許冠傑、郭富城舉行網上慈善音樂
會，問到陳潔靈有否這意向，她表示：「都
可以考慮，但要有時間策劃。」

■陳潔靈坦言娛樂界的演出模式有好大
改變。

劉璇女兒正面照首曝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41 歲的前
奧運金牌選手劉璇，2013 年下嫁王弢後，兩
年後誕下兒子王企韜，上月再誕下女兒，湊
成「好」字，昨日劉璇在社交平台首度晒出
愛女的正面照和另一張一家四口的全家福，
也是她誕下女兒後第一次全家亮相。
劉璇寫上「我們的女兒，吃糖吧！」照片
中，其愛女戴上粉紅色的小頭飾，熟睡在母親

的懷中，另一張是劉璇和老公溫柔地凝視着安睡中的
女兒，表現出「歡迎你來了」的神態，而兒子用手圍
着妹妹，像是要保護妹妹的姿態，溫馨有愛。
另外，應采兒昨天在社交平台鋪出一張動圖，發文
稱：「Jasper 可以上學了」，圖片中應采兒太激動像是
癲狂的狀態，足以見得這是個多好的消息了。不過好
友看後評論說：「控制一下，冷靜！」應采兒則回覆
說：「我等了8個月了」，還配上一張哭臉的表情。

▶奧運冠軍劉璇一家
四口，甜蜜溫馨。
網上圖片
■叻哥跟秀姑首次到西雙版納旅遊
叻哥跟秀姑首次到西雙版納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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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偶最緊要相處舒服

陳潔靈為抗疫獻 Sing

◀劉璇大方讓女
兒正面照曝光。
網上圖片

41

她獲益良多，不過盈盈自爆做功課做到爆喊：
「每星期我都要拍一段短片交功課，其中一份功
課，我連續喊足 4 個星期，仲喊得好淒涼，不過
旦哥畀我嘅評價係『冇思考』，而朋友知道就話
我攞苦嚟辛，輕輕鬆鬆咪好，做乜搞到自己好似
好淒涼，但我覺得今次上演技班，唔單止學到演
技，仲學識剪接、字幕、效果，係一個好大挑
戰，好彩畢業功課旦哥都有讚我有驚喜，所以辛
苦都係值得，而今次不單係演技課程，簡直係
《人生改造課程》。」
盈盈又直言對業事有野心：「我希望自己全能
發展，走得更遠，成為專業演員，又係出色主
持，有時間的話仲想向唱歌方面發展，自覺歌喉
幾好，幾獨特，我鍾意唱尹光老師啲歌，我會認
真考慮向Rap歌方面發展。」
性格開朗、健談、爽直的盈盈，做訪問可以直
落45分鐘說個不停，不過其實有苦自己知：「 鏡
頭前我要健談、帶動氣氛、大家嘅情緒，有時呢
個形象都有壓力。私下靜落嚟我係比較少說話，
因為好攰，都想有安靜一刻，甚至返到屋企唔想
理睬其他人，之後我喺書睇到，明白呢個只不過
係自己畀自己嘅諗法，搞氣氛呢個諗法可能唔係
人哋想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