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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梁靜儀
梁靜儀）
） 張振
朗 、 龔嘉欣
龔嘉欣、
、 劉佩玥
劉佩玥、
、 謝東閔及丁子
朗等昨日出席劇集《堅離地愛堅離
地 》 最後一次宣傳
最後一次宣傳，
， 眾人都感不捨
眾人都感不捨。
。
《 堅 》 劇是振朗首當男一的劇集
劇是振朗首當男一的劇集，
，他
透露稍後有場戲脫剩孖煙囪，
透露稍後有場戲脫剩孖煙囪
，之後的 3
年劇劇都要脫，
年劇劇都要脫
， 令他不禁笑問
令他不禁笑問：「
：「係
係
咪除先可以做男主角？」
咪除先可以做男主角
？」

被龔嘉欣揭創作
「大髀唇印」

張振朗

每次擔正都犧牲色相
振朗與嘉欣對於劇集踏入結局周，二人都開心劇集口碑好，
即使已在網上播過，但仍有一批觀眾支持。振朗又透露稍

樂易玲有跟心穎談去留
強調復出視乎外界反應

後會有場戲脫剩孖煙囪，他笑說：「3 年前拍呢套劇首次做男
主角，之後每齣劇都要除，係咪要除先可以做男主角？」
嘉欣指該場戲監製放手讓他們發揮，振朗更會現「大髀唇
印」，問到是誰想出來的？嘉欣指是振朗，但振朗卻立即否
認，並笑說：「三上悠亞同大髀唇印都唔關我事，係劇本寫，
如果我有畀錢編劇，就唔會成日冇褲着。」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阿
祖）自「安
心事件」
後，黃心穎
被無綫雪藏
至今零工作、
●樂易玲
零收入，即使
最近播出她有份參演的劇集《堅離地
愛堅離地》仍不獲網民原諒，反應負
面，對於心穎跟無綫簽下 8 年長約被
綁死，去留問題仍未解決。
邵氏執行董事樂易玲昨日表示一直
有關心心穎，上星期才跟對方吃過早
餐，見她心情也 OK。問是否因沒工
作也想復出幕前？樂小姐說：「今次
都有商量吓，要諗吓怎樣，她未有
（復出）這樣的諗法，現她都開心，
有朋友關心！」樂小姐又透露心穎在
疫情之下有做運動，保持得好 fit。再
問到心穎有否想繼續在娛樂圈發展？
樂小姐補充說：「大家無深入去傾，
也不想給她壓力，不過傾到尾聲，也
有問她有什麼考慮和打算，留低還是
離開，都叫她回去認真地諗吓，她其
實都有諗，會作決定！真心講，藝人
簽了長約，想離開也要回公司處理合
約問題，希望她不是意氣用事，我都
關心她，離開之後有什麼想做，有什

嘉欣預留位置等放大獎

●張振朗與龔嘉欣開心
《堅》劇口碑好
劇口碑好。
。

●馬浚偉今次辦學共投資了 7 位
數。

二人早前在台慶頒獎禮上捧獎，嘉欣表示當晚契媽煮了羊腩煲
等她回家慶祝，稍後她會與好姊妹陳凱琳慶祝。她又透露新居已
預留位置擺放獎座：「當年的女配角獎放
第三層，今年拎嘅獎放第二層，最高位
置暫時空置，希望畀自己一個目
標。」振朗搞笑問她是否想拎「終
身成就獎」，又透露自己的獎座
放在了鋼琴上，與姪仔的「學業
進步獎」放在一起。
嘉欣與羅天宇合唱的劇集《香港
愛情故事》插曲《逆流直上》之前
在《2020 年度勁歌金曲頒獎典禮》
獲頒「最佳合唱歌曲獎」金獎，嘉欣
坦言希望之後有機會唱自己主演的劇
集歌曲，可惜今次《堅》劇主題曲交
了給振朗主唱，振朗就自嘲說：「我
唱完之後兩年都冇歌唱啦，呢首係絕
唱！」
劉佩玥（Moon）昨日在社交平台發
文「講咁多大話仲要不停讚自己，你好
唔好意思」疑似被人欺騙，她指大家諗
得太多，強調事件不是發生在她身上，
亦並非一件大事，只是自己的標準跟其
他人不同，令她看不過眼，那一刻義憤
難平。她又謂沒想過發文會受到關注，亦
●劉佩玥頻頻發出尖
有不少朋友關心她是否被騙，她笑稱自己
叫聲，
叫聲
，令龔嘉欣也忍
並不蠢，大個女識帶眼識人，大家放心。
不住嗌「
不住嗌
「耳聾
耳聾」。
」。

「姐姐」
們分享過來人心得
伊能靜盼有更多女性題材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前日在廣東衛視大型
雜技文化競演節目《技驚四座》
探班採訪中，伊能靜親自闢謠不
願意演媽媽戲的傳言，更大邀
「內心層次複雜」角色的大女主
劇本。
2020 年伊能靜參與的選秀節目
《乘風破浪的姐姐》，掀起社會
上對於「姐姐力」的討論。2021
年，如何再度破浪前行？伊能靜
自爆，會嚴格遵守「三三三」黃
金原則來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工
作。1/3 時間留給自己享受獨處
的空間。一個人逛書店、看電
影；1/3 的時間會提前確定好時
間，陪伴爸爸媽媽、老公和孩
子；再來 1/3 就是給工作。伊能

靜更坦言，如今不會再為經濟等
因素去工作，會因為工作本身的
內容帶來新的感受和成長經驗，
這一點對她來說更加珍貴。
年過 50 的伊能靜認為，自己
到了能夠駕馭好內心層次複雜的
角色，她多次感慨：「現在的年
紀真好。」她也進一步分享說，
自己在女兒、戀人、妻子、媳
婦、媽媽等不同角色方面都有很
深的經歷。伊能靜稱，她掌握了
自己的人生，掌握自己的金錢，
家庭關係也處理得不錯，到了
「大女主」劇本最好的年紀。她
也呼籲影視行業能夠關注到女性
年齡的美好，出產更多的女性題
材影視劇。
鄭希怡加盟《技驚四座》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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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驚四座》上，伊能靜特
意選擇了《月亮彎彎》來演唱。
鑒賞官。經歷過去年《姐姐》的
舞台之後，鄭希怡也分享說，身
邊一些朋友會詢問她參加真人騷
的經驗，也會討論什麼是「人
設」的問題，但她也都強調，就
用自己最真實的感受去玩，去享
受當下就好，不然「裝」一個人
設，沒準三天就玩不下去了。

麼計劃，會再約她傾！」
提到心穎被無綫綁死 8 年長約，樂
小姐答謂：「應該好長，不少過 8
年，因當時公司力捧一批花旦，所以
簽下長約！」如她離開解約要賠錢
走？樂小姐表示不用賠錢，這也不是
錢的問題，主要她不是為跳槽，亦相
信心穎有好的想法去行將來的路，而
且她亦有些人工仍在公司未拿取，可
能下次代拿回給她。假如心穎想留
低，無綫還會給她演出機會？樂小姐
說：「不能主觀去諗，因現在出來工
作，大家會不會接受？又會不會被人
講？其實都好辛苦地過了差不多兩
年，大家才可以過回正常的生活，好
似最佳男主角（馬國明）都搵到個好
好的女朋友，這好難得和開心的，但
缺口也都要去處理！」

●今時今日，心穎仍未獲大眾原諒。

《浪姐 》首組陣容曝光

馬浚偉開演藝教育中心 揚言沒跟家燕姐打對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馬浚
偉創立的 I.D.E.A.Q 教育中心昨日
舉行開幕禮，邀請到羅冠蘭擔任藝
術顧問。馬仔身兼創辦人、教育及
藝術總監，他透露今次辦學共投資
了7位數字，籌備與策劃花了2年時
間，而課程涵蓋「溝通」、「戲
劇」、「舞蹈」及「歌唱」藝術 4
項科目，他不會親自教學，但會每
科也抽一堂向學員分享。馬仔表示
早前已開始招生，反應也頗熱烈，
不過一年最多約只收 160 個學額。
但疫情一直反覆不定，會否對開課
有所影響？馬仔表示計劃中第一季
度課程是在4至6月開始，倘若疫情
仍未能平穩，將會順延至 7 月才開
學：「但我們堅持要實體授課，不
會考慮ZOOM上堂，因為演藝課程
很難網上教學。」
馬仔又透露入讀的學員會獲安排
很多不同形式的銜接，計劃中會安
排學員參與年底一齣音樂劇演出，
成績優異學員更有機會參加其工作
室製作的演出，另一方面亦跟樂易
玲達成共識，學生有機會前往邵氏
進行觀摩及培訓，但馬仔強調不是
為捧出明星來，也不希望年輕人只
發明星夢，是要去真正了解表演藝
術。提到薛家燕早已開設教育學
院，馬仔笑言並非跟家燕媽媽打對
台，彼此方向及年齡層均不同，家
燕姐的目標是小朋友，他則是不分
年齡，只要有心學，70 歲都會照樣
教授。

●一眾演員為
《堅》劇作最
後一次宣傳。

香港文匯報訊 《乘風破浪的姐
姐》去年播出後大獲好評，《乘風破
浪的姐姐 2》即將回歸，第一組「姐
姐」陣容昨日正式曝光，有那英、張
栢芝、楊鈺瑩、金巧巧、李慧珍、左
曉卿、程莉莎、胡靜、董璇和董潔，
栢芝的宣傳照更備受矚目，明艷狀態
登上微博熱搜，有網民認為已是 3 子
之母的栢芝依然靚爆，絕對是今年
「姐姐團」的「門面」。

Anson Kong 救小朋友被狗咬傷

● Anson Kong 的 左 手
中指受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夏雨兒子黃奕晨、MIRROR 成
員 呂 爵 安 （Edan） 主 持 的 ViuTV 全新節目《考有 Feel》昨日
舉行記者會，主持們與一眾嘉賓
MIRROR 成員姜濤、Lokman、
Anson Kong 等，以及沈殷怡、
練美娟介紹節目內容。
黃奕晨透露因疫情關係，玩

遊戲時要除掉口罩，故此他們
開工前先做檢測，每隔十日又
做一次。目前他手頭有兩套劇
集在手，其中會客串演出港版
《大叔的愛》，另一套會是公
司總動員演出的 30 集連續劇，
更會首嚐做奸角滋味。
Anson Kong 的左手中指受傷
包裹着紗布，他透露：「上星期

在朋友聚會上有隻狗想咬其中一
個小朋友，我上前阻擋時遭隻狗
咬傷，痛得死去活來，即時去醫
院打破傷風針，醫生指傷口太髒
不宜即時縫針，遲些可能自動癒
合不用縫針，我第一時間把受傷
情況傳給花姐及講對不起，花姐
說每次講對不起都有事發生，叫
我不要再講。」

●張栢芝加盟
張栢芝加盟。
。

網上圖片

Anson Lo（盧瀚霆）日前透
露在《大叔的愛》與 Edan 的咀
戲 感 尷 尬 ， 對 此 ， Edan 謂 ：
「我哋熟到無所不談，所以不
覺尷尬，笑吓咪算，我話益咗
佢，佢就話好唔想同我錫，想
換走我，哈哈。」
姜濤被問到與網紅雪姨「上
契」，姜濤表示入行後頭兩個
廣告都是跟對方合作，而「契
姐」、「契細佬」僅是互相稱
號，並沒進行「上契」儀式。

黎姿指夫妻相處最重要是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黎姿與商人
馬廷強於2008年結婚，育有3名女兒，一家
過着幸福的生活。而黎姿與老公剛度過結婚
周年紀念日，她收到老公所送的鮮花和印有
「one and only Happy Anniversary 」及
寫上「我親愛的老婆GiGi」的心意卡。黎
姿於社交平台除了分享老公所送的禮物照
片，還拍下她與老公十指緊扣的大特寫照
片，黎姿留言道：「一對夫婦的相處，沒可

能每一刻都有觸電的心跳感覺。從相識、結
婚，到現在，我們也經歷過不同的心境。
「如果問我相處之道，我認為最重要是
『真』。要學懂接受最真的對方，欣賞對
方的優點，也要包容大家的不足，互相扶
持。不介意在對方面前做最真實的自己，
是兩個人相處最佳的狀態。結婚誓詞中一
生一世的承諾，是要無條件接納對方獨有
的一切。」

黎姿坦言愛情不只是一剎
那的感覺，需要雙方用心經
營，細水長流的愛情是她所 ●黎
姿上載夫婦
追求的。她答謝老公對她付 十指
緊扣照。
出無限的愛：「12年轉眼過
去，謝謝您的愛護和陪伴，讓我能夠用最
自在的步伐一路成長。我相信未來還有很
多精彩的，等着我們一起手牽手去發掘！ ●黎姿與馬廷強結婚 12 年恩愛
如昔。
Happy Anniversary to you & m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