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綜合中央社報道馮小剛執導電影《只有蕓知
道》，將好友真實愛情故事搬上大銀幕。拍攝過程
中，房東太太一角演員臨時無法演出，馮小剛的妻
子徐帆臨陣救援演出，精湛演技逼哭鏡頭後的馮
小剛。
電影描述在新西蘭開餐廳的主角夫妻平日生活
愜意，夫妻與房東太太關係也相當密切，因此，
房東太太角色也是關鍵人物之一。
據悉，馮小剛原本已屬意房東太太由1名香港
女星演出，但對方突然無法飛往新西蘭演出，讓
馮小剛只能拜託妻子徐帆臨陣演出。
雖然房東太太戲份不多，但1場與扮演主角夫
妻的黃軒、楊彩鈺新婚火鍋宴上，徐帆需要演出
從開心到想起過世丈夫，悲從中來的情緒轉折，
到最後痛哭說出對丈夫懷念，需要細膩演出才能
打動觀眾。
徐帆最後順利完成任務，連鏡頭後的丈夫馮小剛

也被感動落淚。馮小剛表示：「徐帆在
舞台上天生就是個角兒，表演上有天
賦，但後天又花了更多功夫，才能獲得
這樣的地位。」
拍攝期正好遇到馮小剛與徐帆

結婚20周年紀念日，馮小剛特別
剪輯愛妻在片中演出的橋段當作
禮物，讓徐帆相當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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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昊然飾演的劉仁靜，年僅19歲，是
最年輕的「一大代表」，還是「五

四運動」中的學生先鋒；王俊凱飾演的鄧
恩銘和劉家禕飾演的王盡美，共同參與創
建了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是中國共產黨
山東支部的創建者；胡先煦飾演的包惠
僧，是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之一。由
四位「95後」和「00後」來演繹百年前同
齡的一大代表，無論從外形還是從內在，
形神俱佳，青春感十足。
由4位充滿朝氣的優秀青年演員來演繹參

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年輕的
代表們，他們將自己的青春感完全融入角

色，充分展現了「青春須為早，立志在年
少」的革命豪情，亦印證了「少年強，則中
國強」。

演「一大代表」不過28歲
《1921》不僅致力於呈現中國共產黨成立

這一開天闢地的大事，更從現實主義的全新
視角、細緻豐滿地展現先輩們鮮為人知的
「少年時」。由於「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齡
不過28歲，電影選角時除了要求符合歷史
人物基本特徵外，還特意選擇年紀相仿的青
年演員。對此，黃建新導演表示：「心中有
理想，眼中有光芒，那種熱血青年眼神裏的

光，是同齡人才能由衷散發出來的。」

給年輕人回望初心機會
21歲便提名過百花獎最佳男主角的劉昊

然、20歲獲得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獎新人
獎的王俊凱、年紀輕輕便在諸多熱播劇中給
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胡先煦和劉家禕，都是
「95後」「00後」演員中的佼佼者。
在戲內是革命戰友，戲外也結下了深厚友

誼。4人經常在拍攝空檔時交流表演，而他
們亦深入了解建黨初期艱辛的過程中，切身
體會到如今幸福生活的來之不易，感恩先輩
們披荊斬棘的付出和犧牲，從而堅定了奉獻

精品創作的決心。黃建新導演表示：「雖然
《1921》是歷史題材，但卻和當下有着強烈
的聯結，我們希望通過藝術創作，給年輕人
回望初心的機會。」
據悉，劉昊然為了表演出角色的理論水平

和英語能力，熟讀了許多當時的理論文章，
也把英語台詞反覆練習，在拍攝劉仁靜與其
他一大代表激烈爭論的重頭戲時，大段的台
詞，滔滔不絕，情緒激昂。同樣，拍攝一大
會議開幕式，一鏡到底的長鏡頭，劉仁靜要
用中英文介紹所有的一大代表，人名、地名
每一條劉昊然都熟記於心，記憶力不同凡
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周
家蔚（Janet）於4年前與教授護膚
品調配的老師，合作開設美容產品
店，她自言跟老師合作愉快，她笑
言：「只是我老公（洪天明）經常
話我不易相處。」她經營的美容店
產品大部分都是老師親自研發，再
慢慢試驗改良，而她亦會提出意
見，務求做到最好，現時由最初得
幾十款產品，到家有近二百款，
也是他們的研發品，所以成件事感
覺好開心。
談到疫情對各行各業打擊相當

大，Janet亦感受甚深，她表示：
「疫情期間生意跌咗4成，其實間舖
唔算開咗好耐，點知運作開始成熟時
就突然有個咁大嘅影響！但我覺得冇
問題，仲撐得住，因為好多熟客都好
支持我哋，所以我覺得口碑好緊要，
有時客人會send返啲相畀啲意見我
哋，見到客人皮膚狀態嘅轉變，都令
我好有滿足感！」

Janet 與老公洪天明育有兩名兒
子，被問到如何做到事業家庭兩兼
顧，Janet謂：「其實當初我決定經
營呢間舖，同老師講嘅第一個條件就
係，我會以家庭為先，咁拍檔理解呢
一點就OK！家兩個仔平時學嘢、
補習，我都會盡量親自接送，所以佢
哋唔會投訴話冇時間陪佢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劉少君是去年確診新冠肺炎的康
復者，經此一役，令他更珍惜分享愛。繼1月後，昨日他再到
羅湖區仁愛康復中心，與自閉兒童聯歡，更出錢出力，自費安排

髮型師與20多位自閉大齡青年剪髮。
稍後他會安排一班自閉症青年來個
新體驗，便是聯同教練安排一個體
驗活動，帶領自閉症青年享受
游泳樂趣，他說：「從未有人
帶動過他們這樣做，希望
他 們 可 以 有 多 些 嘗
試。」

劉少君
返內地做善事

周家蔚兼顧事業與家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吳若希
（Jinny）為人母後，對仔女疼愛有加，昨
日正是大女Giselle 4歲生日，Jinny和老公何
兆鴻（Alex）便在酒店房為女兒慶生，她在社
交平台分享女兒的慶生照，現場以氣球布置，
兩夫婦同女兒一齊切蛋糕，臉上流露出美滿笑
容，Jinny更寄語女兒繼續用笑容去面對挑戰。
她表示：「今天是你4歲的大日子，你呱呱落

地的樣子我還很清晰記得，一眨眼，你已經變成
了一個小姑娘，這位小姑娘，請你繼續用你的笑
容面對一切的挑戰，只想你記得，尋找快樂的真
理，所謂理想，隨你所想創傳奇，我會繼續在
你背後守護你，我愛你Giselle！」
Jinny更自爆在女兒生日前夕，被愛女感動
到流淚，事緣當日她如常送女兒去學琴，途
中兩母女閒聊，女兒問她可否陪同一起上
學，當聽到媽咪解釋樓下不許停車所以
無法陪上課之後，便懂事地點點頭，
然後媽咪答應準時來接她，Jinny感

動謂：「誰知道一見到老師，
她便告訴我原來每次媽媽
送你上學後，你都會跟

她說『我好掛住媽

咪』。」小朋友這句真摯說話，直教Jin-
ny感到好幸運能夠擁有一個又乖又貼心女
兒，令她感動得在車廂偷偷落淚，雖然很不
捨女兒大得太快，同時亦期待她長大享受屬
於自己的人生，並會愛女兒一輩子。

吳若希賀女兒4歲生日
寄語用笑容面對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今日第三集《聲夢傳奇》
進行第二回合比賽，14位學員分成紅、藍
兩隊，Gin Lee李幸倪、衛蘭及AGA江海迦
擔任藍隊導師，周柏豪、JW王灝兒及泳兒
擔任紅隊導師。比賽分成七個回合，每個回
合各自派出一位隊員對戰，再由25位專業
評審評分，最後累計總票數較高之隊伍為勝
方，負方就由該隊導師決定淘汰哪位學員。
上個回合表現未如理想的姚焯菲（Chan-

tel）及潘靜文（Sherman），分別取得9分
及5分而跌入危險區，險被淘汰。

導師周柏豪選了 Sherman 進入紅
隊，不斷鼓勵 Sher-

man：「有時被

人睇低一線都未必係壞事，最
緊要自己爭氣！」不過Sherman
面對沉重壓力，失去自信，預計
自己今個回合一定會被淘汰：「喺
呢間房（危險區）走出嚟嘅陰影好
大，我上次 Band Rehearsal 係差到貼
地。」
Chantel 今次選取 JW王灝兒的

歌，JW親自教路，以原唱人身
份分享唱歌技巧。不過JW聽
完Chantel排練，卻非常
擔心：「我畀咗好多
information，我好
驚 佢 吸 收 唔
到。」

周柏豪鼓勵Sherman爭氣

劉昊然王俊凱胡先煦劉家禕
贏在眼裏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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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家禕飾演的王盡美。●王俊凱飾演的鄧恩銘。 ●胡先煦飾演的包惠僧。●劉昊然飾演的劉仁靜。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文芬）將於7月1

日 上 映 的 電 影

《1921》，由黃建新

監製兼導演，鄭大聖

聯合導演，近日發布

角色海報，首度曝光

了劉昊然、王俊凱、

胡先煦、劉家禕的角

色。新發布的海報

中，4位年輕的代表雖

然還是一副稚氣未脫

的面龐，但年輕並不

能掩蓋他們眼中的光

芒，那是一腔熱血望

救國的少年氣，也是

屬於彼時進步青年的

擔當。

香港文匯報訊余慕蓮（魚毛）去年10
月底因肺病被送入院，經過半年的治療，昨

日傳來即將出院的喜訊。
據余慕蓮的好友鄧達智表示，魚毛最快下星期獲

批准出院。據了解，魚毛現時說話時有力氣，每天自
行進食流質
食物。正是
好人自有好
報，大家對
魚 毛 可 出
院，均感到
十分高興。據
悉，魚毛計劃
出院回家先休息
幾日，再剪個靚髮

才與大家見面。
至於鄧達智早前20日

63歲生辰，並定於28日補
辦生日宴。

余慕蓮
最快下周出院

馮小剛妻臨危受命 精湛演技催淚丈夫

◀劉少君（右）戰勝新
冠肺炎後，更珍惜

分享愛。

●余慕蓮健康持續好轉。

●周家蔚透露疫情下，美容產品店
生意跌4成。

● Sherman面對沉重壓力，一度
落淚。

●●吳若希夫婦替女兒慶祝生日吳若希夫婦替女兒慶祝生日。。

●中國著名電影
導演馮小剛。

●●徐帆演技十分精湛徐帆演技十分精湛。。

●● 《《19211921》》由黃建新監製兼導演由黃建新監製兼導演，，鄭大鄭大
聖聯合導演聖聯合導演。。

●● 19211921年的中國年的中國，，籠罩在喪權辱國的陰籠罩在喪權辱國的陰
影之中影之中。。

● 主持森美、主理人李克勤、藍
隊導師Gin Lee李幸倪、衛蘭及
AGA江海迦，紅隊導師周
柏豪、JW王灝兒
及泳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