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著名綜藝節目主持人吳宗憲日

前在台灣屏東拍攝《綜藝玩很大》節目時發生車禍，其

所戴的安全帽整個碎掉，而吳宗憲接受治理後已

返回台北。不過因擔憂意外恐怕會傷及頭

部，吳宗憲會前往醫院做頭部斷層

掃描作詳細檢查。
要做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阿
祖）台灣藝人林志
穎與太太育有三個兒
子，一家五口不時會親
子樂，小志常帶愛兒去學習
生活，讓他們去認識世界，日
前他與太太就偕三個兒子去郊遊野
餐，享受大自然，他們裝備充足，除
了大籃食物，還紮了營讓兒子玩到累可
以休息。

而小志愛錫三個
兒子，但他個人至愛
的興趣，就是落場賽車，
不過日前他賽車時，卻發現
賽道不知何時來了一條
蛇，蜷縮在賽道中
間，他毫不畏懼
且走近拍下照
片分享到社
交平台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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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吳君如日前接受由國際知名音樂
家姚珏年僅17歲的女兒魯麒創辦的非牟利網上學
習平台「Read For All」訪問，與參與「Read For
All」計劃的本港中小學生及來自基層的學生們，
分享電影演出及製作的心得，並分享自己於人生
中遇上逆境時如何積極正面面對。
有志於電影行業發展的魯麒於該平台亦推出了電

影製作及編劇的課程，將自己於美國留學中所學所
識的電影製作技巧，與本港學生分享。她特別邀請
吳君如分享加入電影行業的經歷，吳君如笑言加入
演藝行業是「胡裏胡塗」下的選擇：「當年自己讀
書成績並不理想，可以選擇的工作職業不多，自己
亦沒有特別於哪行業發展的意向，但那時候家人覺
得我很愛美，而且口才亦相當不錯，故讓我考慮向
演員方向發展，所以便投考電視台辦的藝員訓練
班，由是加入演藝行業。」

挫敗時仍將工作做好
君如認為有志加入電影行業的同學們，最重要是

「真心」喜歡電影行業，由心出發全情投入，才會
做出優秀的成績，「以往我覺得演戲是件很講求天
分的工作，但經過這麼多年的經驗後，我自己也慢
慢改變了想法。我認為演戲除了天分外，亦必須精
準，亦必須不斷學習。所以即使我自己現時亦有找
演戲老師與我補戲，聽聽對方對我演繹方式的一些

意見，希望自己能夠不斷進步。」
提到自己喜歡哪些角色以及最喜歡的作品時，

君如表示：「經過這麼多年努力後，現在我在選
角色時可以有自己的選擇，以往初入演藝行業
時，是不能選角色的，那時候以搞笑角色為主，
但近十年我已很少參演這類型的角色，因我希望
可以演繹一些不同的角色，突破自己。」她亦表
示《霸王花》、《家有囍事》、《古惑仔情義篇
之洪興十三妹》及《歲月神偷》都是自己很喜歡
的作品。
對於遇上過的逆境，君如分享道：「在電視台

藝員訓練班畢業後，很多同學們都當上了主角，
但我還是做着很多不起眼的角色，那時候自己很
多負面想法，亦質疑自己是否適合此行業，是否
需要放棄於演藝行業的發展。初時自己一直以演
戲為目標，但後來有一檔綜藝節目找我參
與，我自覺自己是演員，不是做綜藝節目
搞笑的，那時候我更有想退出的想

法。但回心一想，只有硬着頭皮去嘗試，
後來更有人留意到我於該節目的搞笑
演出，邀請我參演電影演出搞笑角
色，後來更愈做愈好呢！」她
寄語年輕人，遇到逆境及感
到很挫敗時，亦應抱有
將每件工作做到最好
的心態，勇敢面
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雨僑與
羅力威婚後於今年八月誕下女兒羅約彌
（Harper），近日為女兒開了一個百
日宴小型派對，雨僑亦於社交平台分享
一家三口幸福合照，她還發長文，說幸
福背後，初為人母其實有不少辛酸，但
抱着愛女，又感覺一切都是值得的。
雨僑笑言最後也是辦不成老公期待

的《龍珠》主題百日宴，但他們一家
三口仍度過了愉快的一天。她指由懷
孕後期到初生三個月，半年間沒拍片
無寫過任何分享，全天候去照顧女
兒，在這一百日女兒經常哭，但自己
哭得更多，由每分每秒不知女兒為何
日喊夜喊，一日嘔濕十幾套衫，鍾意
就三日不便便，到知道她有肚風要搓
肚仔，人生目標短到只想她捱過一餐

奶，不要三個小時在哭：「見到你成
條蟮咁fing嚟fing去，個肚一定好痛
真係好陰功！」
雨僑又指基本上自己仍是在幻想

BB食玩瞓，而為了可讓老公有休息
時間，他倆會一個瞓一個躲在廚房抱
着BB：「最長試過十四五個鐘無離
開過我心口，條頸同對手睇完醫師馬
上又痛返，媽媽手已經唔理，係媽媽
背媽媽膊媽媽全身，無數個夜晚抱住
佢望住個天由黑變光，嗰種感覺真係
難以形容，但係相信好多媽媽同我一
樣，會覺得自己湊兒女係值得。而且
就算有工人幫嘅媽咪都唔會舒服很
多。現時可以抱就抱因為佢大個就唔
使你抱，望住佢初生細細粒到肥肥白
白識笑，真係覺得好幸福。」

雨僑表示收到好多百日媽媽問
怎算好，以前問暗瘡、毛孔怎處
理，她會教到10個方法，但作為新手
媽媽的辛酸，她苦笑：「我真係只可
以同你攬住一齊喊，然後咬緊牙關繼
續戰鬥。」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李思

穎）唱作歌手洪嘉
豪剛推出今年第4首單

曲《窮小子》，這次是一
首抒情作品，用一個愛情故事

講出「人窮不能志短」這個道
理。
新歌MV邀來SuperGirls的Yanny陳穎

欣擔任女主角 ，二人早在電台的廣播劇
《Last Seen》中曾扮演過情侶，MV中嘉豪飾

演身兼兩職的窮小子，一邊做設計師工作，另一邊
在飲品店當飲

品沖調員幫補，
默默耕耘希望有一天

捱出頭來，其中一幕嘉
豪特意去壽司店購買半價壽
司哄女友Yanny開心，
對方不但沒有嫌棄，
更不斷在他身邊
支持鼓勵。不
少男生看畢均留言說被感動落淚，歌詞及MV道出
了不少窮小子的心聲。

嘉豪表示今次跟Yanny 拍攝MV十分好
玩，很多甜蜜鏡頭下，其實大家在談一些
無聊笑話，令在場拍攝人員也忍不住
笑。拍攝過程在一片歡樂氣氛下完
成，唯一的小遺憾是，原定要上
飛鵝山上拍攝俯瞰香港的畫
面，然後跟女友承諾要帶
她到最遠的地方，可惜
當晚非常大霧，最
後要更改地點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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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由謝天華、周柏豪、連
詩雅（Shiga）主演的犯罪動作電影《無
間行者之生死潛行》昨日上映，戲中飾演
未婚夫妻的柏豪和Shiga，早前趁着電
影舉辦優先場，突襲尖沙咀一間戲
院與粉絲見面。甫進場時二人
仍然入戲sweet到爆，令不
少觀眾尖叫歡呼，見到
觀眾如此喜歡電影，
柏豪和Shiga都大
感興奮，Shiga
表示：「完

場聽到好多粉絲朋友討論我同柏豪嘅感情
戲，都話有感動到，有流眼淚。」柏豪更
坦言，今次在電影首演反派心情甚緊張：
「其實都擔心大家睇完會唔喜歡，終於感
受到做反派驚被觀眾鬧嘅滋味！今次落嚟
戲院同觀眾睇足全場，見大家睇得好投
入，完場仲畀好多鼓勵我同Shiga，終於
可以放下心頭大石！」
席間有粉絲更驚喜送上蛋糕，祝上周36

歲生日的柏豪生日快樂！二人亦拿出早已

準備的電影海報及
明信片給粉絲留念，更
即場簽名送給粉絲，對於
合照要求也可謂有求必應，非
常親民。
臥底題材電影一直深受歡迎，

《無間行者之生死潛行》則起用兩代臥
底「Laughing Gor」謝天華與「樂少」周
柏豪領銜主演，一黑一白鬥智鬥力，90
分鐘動作連場，難怪會受觀眾歡迎。柏豪

希 望 疫
情可以盡快
過去，有機會
拍攝更多精彩電
影，包括《無間行
者》系列長拍長有：「觀
眾覺得好睇，對於我哋演員
係好大鼓勵，滿足到爆！」

香港
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
穎）ViuTV劇集

《暖男爸爸》裏的萌
爆童星小暴龍（Juju）

化身小聖誕老人在九龍站
商場宣傳聖誕慈善活動，為有

需要的兒童送上溫暖祝福。
小暴龍一走進「白色聖誕村莊」，

瞬間被九米高的圓形星願拱門及不同主
題的精緻小屋吸引着，沿途更發現多個造型

可愛的聖誕老人，遊走其中小暴龍發現原來自
己也可以加入聖誕老人的行列，他決定與聖誕老

人結伴，為別人送上節日祝福和溫暖，將「分享」的
快樂傳揚開去！

吳宗憲錄製《綜藝玩很大》時，原本正騎着腳
踏車闖關，但疑似未注意路況不小心摔車，

雙手雙腳破皮流血，甚至連嘴唇也受傷出血，當
下一度中斷錄影，但他撐到錄影告一段落，才接
受簡單包紮。據知，吳宗憲雖然看似僅有四肢受
傷，但摔車時，安全帽竟整個碎掉！
在治理傷口期間，吳宗憲不忘拍照和大家報平

安，在社交網上留言：「謝謝大家的關心，摔車
了！在玩很大屏東霧台有點嚴重，但是現在已經
在左營治療完畢，回到台北了！安全帽整個碎
掉，所以明天還要再找時間去做腦部的斷層檢
查，讓大家擔心了！也跟大家報個平安，最後一
關，有一點衝動……拚了！也還好我是第一棒，
否則後面不知道會不會誰又摔了……」

MISIA墮馬背部骨折
從吳宗憲上載的照片所見，四肢都有明顯擦

傷，嘴唇爆裂，他開玩笑道：「忘了把照片給大
家看一下！沒事喔！都是一些小傷而已。左邊屁
股現在腫得褲子穿不下……是最嚴重的地方，也

是不能給大家看的地方……綜藝玩很大！全部玩
真的！爽快啦！」
另外，日本女歌手MISIA日前參加電視台錄影

時同樣發生意外，MISIA所騎的馬突然加速奔
跑，導致MISIA墮馬，隔天她仍然感到持續疼
痛，於是接受醫生診療，醫生診斷背部骨折，須
治療6周才能痊癒。據知，MISIA有騎馬的經
驗，錄影時也有戴安全帽。

童星小暴龍
化身聖誕老人

愛女百日宴剖白人母辛酸
雨僑抱女感覺一切都值得

孖連詩雅突襲戲院 周柏豪演反派驚被觀眾鬧

演戲不單講天分 君如積極學習求進步

吳宗憲
錄影遇車禍 安全帽全碎

頭部掃描頭部掃描

■小暴龍為大家送上溫暖。

■■ 周柏豪和連詩雅周柏豪和連詩雅
突襲戲院睇反應突襲戲院睇反應。。

■■ 柏豪收到驚柏豪收到驚
喜生日蛋糕喜生日蛋糕。。

■■ 雨僑與羅力雨僑與羅力
威為女兒開了百威為女兒開了百
日宴小型派對日宴小型派對。。

■■ 林志穎一家林志穎一家
五口郊遊紮營五口郊遊紮營。。

■■ 林志穎林志穎
發現蛇發現蛇。。

■■洪嘉豪邀來洪嘉豪邀來YannyYanny擔任女主角擔任女主角。。

■■吳君如吳君如((左左))接受姚珏女兒魯麒接受姚珏女兒魯麒((右右))訪問訪問。。

■■ 意外後意外後，，吳宗憲吳宗憲
接受簡單包紮接受簡單包紮。。

■■ 吳宗憲的四吳宗憲的四
肢擦傷肢擦傷。。

■■ MISIAMISIA 本身本身
有騎馬經驗有騎馬經驗。。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藝人藝人KIDKID上載吳宗憲受傷後的照上載吳宗憲受傷後的照
片片，，並封敬業的他為並封敬業的他為「「今日勇士今日勇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