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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胡
楓（修哥）、陳百祥（叻哥）、陳
貝兒、區永權、應屆港姐謝嘉怡、
陳楨怡、郭柏妍、林穎彤、泳兒、
譚嘉儀及孔德賢等，昨日到將軍澳
電視城出席籌款節目《善心滿載仁
愛堂》記者會，節目將於本周六晚
舉行。當晚擔任司儀的叻哥，表示
香港過去一年的環境要籌款不易，
希望能籌得更多善款，數字越高越
好。
謝嘉怡透露當晚會上款式很
特別的服飾跟修哥合作表演行Cat-
walk，由於已很久沒行 Catwalk，
所以返屋企要練習。近日搬新屋
的嘉怡上載親手裝嵌木櫃的相片
到社交平台，被網民讚她貼地。
嘉怡表示本身鍾意砌圖，但覺得
裝嵌傢俬更好玩，現仍差一個木
櫃便完成，她笑說：「爸爸原本
想搵人整啲櫃，但我想自己砌，

佢真係冇用，佢唔識做，但佢叻
煮嘢食。」
林穎彤表示將在節目獻唱新

歌，提到她與同門的伍富橋因合
唱情歌及跳拉丁舞而傳出緋聞，
近日有指二人已分手，雙方的社
交平台更已互相取消關注對方。
問到是否與伍富橋分手？Bella 強
顏歡笑回應：「係冇乜聯絡，之
前一齊宣傳，現在宣傳完，接近
冇 聯 絡 ， （ 互 相 取 消 關 注 對
方？）一向 follow 好少人通常 fol-
low 最熟啲人，因為太多會睇唔
晒！」說到二人目前的關係時，
她以「朋友、同事」來形容。問
到是否因理解而分開？她眼泛淚
光說：「如果大家啱傾、有話題
就會熟做到朋友，若果冇乜特別
話題就好少聯絡。」她又稱大家
同公司，很多時都有機會碰頭，
不怕見到會尷尬及面左左，也不

介意合唱。問到會否覺得可惜？
她說：「大家啱傾就繼續做朋
友，冇特別可惜，大家嘅性格唔
係好適合做好好嘅朋友，佢文
靜，我就比較活潑，係唔同類型
嘅人，（是否有第三者？）絕對
唔係。」

Danny話無追過廖慧儀
孔德賢（Danny）近日捲入應屆落

選港姐廖慧儀與男友Sam的感情，近
日Sam被狠飛，Danny因而被指是第
三者，昨日Danny被問到廖慧儀和男
友分手一事，他聲稱不知此事：「都
係傳媒send短訊話我知先知道呢件
事，同廖慧儀自從10月1日後已經冇
聯絡，同佢只係普通朋友關係。（報
道指你是第三者？）唔係，一直都冇
追佢嘅意思，（廖慧儀回復單身後會
唔會對她展開追求？）想專心工作，
之後都要忙拍劇集。」

認跟伍富橋性格不合 林穎彤無再聯絡對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前
日颳8號風球，適逢是陳展鵬與太
太單文柔結婚兩周年「布婚」紀
念日，二人無懼疫情和風雨，在
酒店 staycation 二人世界度過，暫
且撇下一歲多女兒陳諾瑤（小豬
比）。
兩夫妻各自於社交平台放閃兼

耍花槍，二人撐枱腳吃燭光晚餐
時，單文柔以人妻視角拍下老公
陳展鵬進餐時心不在焉的一刻，
她帶點醋意貼文：「唔好左望右
望，今日係Anniversary，你前世情
人瞓咗，就專心陪我！」陳展鵬
亦以人夫視角為太太拍靚相並貼
文：「雖然今日係一個特別嘅日
子，但係都唔使帶埋保鑣嚟睇住
晒嘅，浪卡距離咁遠吹你唔走
嘅！」原來相中單文柔身後有位
侍應站，儼如她的隨身保鑣，
相當搞笑。此外，單文柔又貼出
酒店大床的照片，網民便催促兩
公婆早日多生個「小豬pan」，可
以陪「小豬比」一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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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陳家樂和
余香凝分手兩年，各自在感情世界上擁有
一片天空，家樂被傳與緋聞女友連詩雅低
調發展，余香凝則驚爆奉子成婚，女方日
前放上跟另一半牽手的甜蜜婚照承認婚
訊，心情沒受影響的家樂在昨日同告發出
中式婚照「鬥閃」，然而相中另一半是工

作上的熒幕情侶湯怡，純粹是為英皇珠寶
拍攝「中式足金婚嫁系列」廣告。
湯怡和陳家樂私下是好朋友，亦是合作無

間的工作戰友，拍攝時兩人自然地互動演繹
出新婚的甜蜜幸福。當日是他們第一次見對
方穿上中式婚嫁裙褂，看見對方的一瞬間，
不禁含羞對視，有如結婚當天新郎迎娶新娘
時的情境，現場氣氛有趣歡樂。
湯怡穿上傳統中式裙褂，配襯中式足金

婚嫁珠寶，褔氣滿滿，她表示：「雖然我
性格偏向低調，但結婚大事仍然盼望有傳
統特色。如果長輩送贈婚嫁金飾，於婚禮
過後我會珍而重之地收藏，既是儲起長輩
們的祝福和愛惜，亦可保值。」
陳家樂穿上中式禮服和端莊的燕尾服，再

配上象徵褔氣的足金珠寶和翡翠頸鏈，器宇
軒昂，他表示：「看見湯怡一身金光閃閃的
足金珠寶，非常羨慕，我覺得婚禮中穿戴珠
寶絕不是新娘的專利，新郎哥亦應該佩戴珠
寶，點綴造型之餘，亦代表能承載多點親友
的祝福和福氣。」他更說笑指希望到自己真
正結婚時，有幸可以佩戴廣告照中同樣價值
逾五百萬的足金和翡翠首飾。

跟舊愛余香凝「鬥閃」？
陳家樂公開中式婚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作為今年國慶檔中國

電影市場的最大贏家，由內地著

名導演、演員徐崢參與執導並參

演的影片《我和我的家鄉》票房

日前已突破20億，而他執導的

單元也給很多人帶來驚喜。前日

上午，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大師

班首場活動在西安舉行，帶着

《我和我的家鄉》拍攝過程中的

感悟，徐崢以「電影的初衷是快

樂」為題，與廣大影迷、青年導

演和演員分享了他的創作經驗和

心得。

納善如流
徐崢建議捨棄個人喜好

繼去年《我和我的祖國》大火之後，《我
和我的家鄉》今年又掀起一波觀影熱

潮，給逐漸復甦的中國電影市場注入了巨大
的活力和信心。對於兩部作品中《奪冠》和
《最後一課》兩個單元的拍攝，徐崢坦言，
雖然這是一個命題作文，但自己很享受這個
過程。他說，作為演員，自己是以第一人稱
視角入手。而作為導演，大多數時候也是
「從自己生活中找到故事，或者看我關心的
題目是什麼」。在《我和我的家鄉》中的
《最後一課》，以及《我和我的祖國》中的
《奪冠》裏，「我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好
像用第三人稱去講故事，一個是小孩，是心
動的感覺。還有一個是老師，是當記憶漸漸
消失，他企圖找回過去的情感。我覺得在表
現的時候，好像更加輕鬆一些，我反而有更
多的滿足感。」
而對於在《最後一課》中大量啟用明星演
員的考慮，他表示，拍攝期當時正處於一個

非常特殊的時期，疫情讓拍攝不同程度受
限。所以找明星演員演其實是圖快，因為
《最後一課》中的每一個明星演員素質都很
強，都能快速擔當起自己的角色，他們能很
好配合范偉老師，展現出這個故事所需的群
像。雖然《最後一課》取得巨大成功，但徐
崢至今仍有點意猶未盡，「如果有更多的線
索，通過片中人物的回憶，村裏的人物就都
會有自己的故事，把這些故事交織在一起，
就可能會拉成一部長片。」

做導演一定要懂表演
導演、演員、監製、編劇，徐崢如今的身

份非常多元。作為「囧系列」IP的創造者，
「囧」系列電影深受觀眾好評，屢屢收穫高
票房。對於「自導自演」，徐崢感受頗深，
他認為做導演一定要「懂」表演。「我覺
得，導演對表演的理解，必須是一種切身的
理解，是理解當演員站在攝影機前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導演要站在演員
的立場上為他考慮問題，這時，你對演員的
指示，才能對演員有幫助，他才能做得更
好。」徐崢同時亦表示，未來如果需要自己
有更多表演的話，還是傾向於能夠邀請一個
導演去統籌全片，因為導演需要考慮的地方
太多，「像這次拍《我和我的家鄉》，我就
只有一點點戲份，我在監視器後就很享受
了，可以很順暢地跟各個崗位溝通。」
本次大師班活動，現場來了不少的青年演

員和導演。徐崢鼓勵青年導演應該將更多的
精力放在藝術創作上，同時一定要去片場待
足夠的時間，從而積累經驗。「我非常鼓勵
年輕一代的導演在學校時就開始從實際做
起，多了解拍電影的流程。」此外，對於影
片投放市場後的預期和反饋，徐崢亦建議青
年導演們能有更平和的心態，轉換視角，接
受市場的意見。「我覺得現在這個時代的導
演，都得有這樣的心理承受能力，你得完全

捨棄你非常喜歡的東西，或者是你能換一個
視角來看問題，我們就是在這樣的挫折中成
熟、成長的。」

張藝謀寫信談電影的情愫
另一內地名導張藝謀執導的電影《一秒

鐘》將於11月27日全國上映，張藝謀寫親筆
信，他在信中書寫對電影的情愫，「我永遠
也忘不了小時候看電影時的某種情景，那種
難言的興奮和快樂，就像一場夢。電影，陪
伴我們長大。夢，伴隨我們一生。總有一部
電影會讓你銘記一輩子，銘記的也許不僅僅
是電影本身，而是那種仰望星空般的企盼和
憧憬。《一秒鐘》，獻給所有愛電影的
人。」該片由張譯、劉浩存、范偉主演，講
述物質匱乏的七十年代的膠片記憶，主人公
張九聲，劉閨女、范電影因一場電影結下不
解之緣。張藝謀曾表示，《一秒鐘》是寫給
電影的情書，是他自己的青春記憶。

大師班開講 鼓勵青年導演兼顧市場視角

▼徐崢鼓勵青年
導演應該將更多
的精力放在藝術
創作上。

◀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大師
班首場活動在西安舉行。

■張藝謀書寫對電影的情愫。

■叻哥(左五)直言以香港過去一年的環境，要籌款
不易，望能籌得更多善款。

■林穎彤(左)將在節目獻唱新歌。

■■單文柔身後有位侍應站單文柔身後有位侍應站，，儼如儼如
她的隨身保鑣她的隨身保鑣。。

■■展鵬與太太撐枱腳慶展鵬與太太撐枱腳慶「「布婚布婚」。」。

■■陳家樂與湯怡穿上中式禮服陳家樂與湯怡穿上中式禮服。。

■■這對最佳拍檔默契十足這對最佳拍檔默契十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黎諾懿繼《疫境廚神》
後，近日與陳敏之主持全新煮食節目《今晚請客》，昨
日並邀得陳煒（煒哥）和張曦雯擔任嘉賓，諾懿透露節
目一共有8集，他會煮16個餸菜。諾懿表示事前會買材
料在家中試煮幾次，問到他豈不是貼錢打工？他笑說：
「算啦，其實學識咗對自己都有用，都係屋企人食返，
無乜所謂，好似煒哥煮嘅菜式，我都可以從中學習
到。」張曦雯笑言因有煒哥在場，故不敢煮中餐，她會
煮西餐，上節目前就煮過給男友品嚐，她笑說：「我煮
乜佢都話好食。」
敏之早前被指捲入政治風波而遭公司暫停工作，她否
認道：「其實因為有疫情而唔拍劇，因為拍劇唔可以戴
口罩，怕傳給家人，現在疫情好咗好多，節目又唔使拍
通宵，我可以多啲時間陪個仔，疫情期間自己湊小朋友
會安全啲，（幾時再拍劇？）等病菌控制好啲先，拍劇
可能要遲少少，等個仔大啲至拍，做媽咪係有啲嘢要犧
牲。」昨日其中一位嘉賓剛巧是盛傳取代她演出《飛虎
3壯志英雄》的煒哥，敏之指嘉賓是公司安排的，對方
是公司的女廚神，本身亦好欣賞煒哥，煒哥則說：「通

知我做呢個角色
前，我乜都唔知，
亦都冇任何資料，
（可介意被人話執
二攤？ ）冇所謂，
當年選美我都係候
補入圍，最重要係
表現好呈現到角色
就得。」

不
介
意
執
二
攤
演
出

陳
煒
：
選
美
也
是
候
補

■■陳煒陳煒((左二左二))和張曦雯和張曦雯((右二右二))擔擔
任嘉賓任嘉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