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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由古天樂、劉嘉玲、呂良

偉、林雪、姜晧文、張兆輝、秦沛、
羅家英等演出，周顯揚執導，杜緻朗監

製，於新西蘭實地取景的電玩改編電影
《真．三國無双》，定於本月29日上映。
近年香港古裝電影買少見少，導演周顯揚堅持拍

攝《真．三國無双》，讓一眾很少在古裝片中聚頭的
香港實力派演員集合在一起，把名著歷史三國和經典的
遊戲呈現到大家眼前。周導說：「能夠聚集如此多實力
派演員一起演出一部古裝動作片，實在是久違及難得的
經驗，真係好耐冇試過，希望能帶給觀眾驚喜。」他又
稱為了令觀眾入場時有親切感，精心挑選港人熟悉的實
力派演員坐鎮，而跟一眾香港演員合作，大家都溝通得
好好，對他好信任，能夠很快及準確地演繹角色，出來

的感覺非常好，拍攝過程令他回味萬分。
周導又稱早在電影籌備階段之前，呂布這角色早已心
有所屬，非找古天樂「演」不可：「演呂布要有氣勢，
最緊要係有型！而且呂布在game中係最好打、最靚仔、
古仔在片中亦能展現亦正亦邪的感覺，我覺得古仔係最
型嘅呂布！我們特意為古仔製造了幾套十分有氣勢的服
裝，頭戴著名的龍蝦鬚金冠，但因為龍蝦鬚金冠實在太
長了，在拍攝期間要專人負責保護呢！」而忙碌的古仔
拍攝期間更坐飛機來回7次拍攝場地，單是片中在「樹
林追馬」一場戲，已經分開5次拍， 足見古仔對影片的
投入程度。在電影版裏，需要「鑄劍堡堡主」一角代表
遊戲中從來沒有解釋的「無雙力量」，周導說：「這個
人物必須擁有特別的氣場，我希望找一位高貴美麗及擁
有懾人氣場的女性來演，非嘉玲莫屬。嘉玲行出嚟好有
分量，剛柔並重，非常漂亮，身材樣貌都keep得靚！」
劉嘉玲演的「鑄劍堡堡主」成為無雙英雄內心裏的反射
及慾望，為了做到「真實的幻象」，劇組花了一個月時
間，全人手精心打造服裝，價值不菲。

呂良偉霸氣十足
周導又大讚一眾香港演員專業、演什麼似什麼：「呂

哥（呂良偉）以往拍過很多經典古裝片如《西楚霸
王》，能找到他演袁紹好緊要，袁紹是討伐董卓十八路
諸侯之盟主，家族背景四世三公、出身貴族，要有很強
大的傲氣和霸氣。穿着盔甲的呂哥一轉身，鏡頭pan埋
去，王者霸氣已經出來！」
至於由家英哥出演的呂伯奢：「在紐西蘭拍攝被曹操

殺害一幕，兩個演員在喊Cut後都因入戲而流淚，入木
三分，工作人員動容。而且家英哥是大戲老倌，對出演
三國人物駕輕就熟。」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達里）衛詩雅昨日替代
言的美肌店擔任開幕嘉賓，她表示已跟
商店合作4年，對酬勞相當滿意，更透露
本身是個「毛孩」，小時候有「美人生
鬚」的情況，現在經美肌後已變得全身滑溜
溜，滑到連穿上的低胸裙也擔心會滑下來。
有份主演新片《不日成婚》的衛詩雅，表示近
期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查看票房，說：「因為我們
隨時要去謝票，感覺像24小時候命，可能變成了無形壓
力，最近都瘦了一個碼。」衛詩雅稱團隊會看哪一間戲院
入座率高就會去謝票，公司也有意原班人馬開續集，繼續帶更
多歡樂給觀眾。提到衛詩雅的姪女衛瑆妍（瑆瑆）亮相電影宣傳
時爆出不少秘聞。笑問她會否再讓姪女拍戲，衛詩雅笑說：「拍戲可

以，但訪問就不敢叫她，不過她好開心，可
能見到自己佔很多版面，她不入行很浪
費，都被她搶晒鏡。」衛詩雅稱續集
有意邀請姪女的弟弟一起演出，但
要先看他們的返學時間，始終
以學業為重，說：「私心來
講當然不想他們入行，怕
他們失去了童真，變
得老積，待他們讀
完書再看看有
沒有興趣入
行。」

張敬軒表示已很久未試過跟如此多位
歌手一起演出，更碰見舊唱片公司

的同事，覺得無論台上或台下也很精彩，
他說：「雖然呢一日嚟得有少少遲，但好
開心有呢個局面。」他又稱香港音樂或娛
樂圈不只有藝人，近年見到很多行內人轉
行，有的賣凍肉，雖然搵錢比以前多，但
這行始終有種魔力有種夢想，希望疫情好
轉後，喜歡這行的人會重返娛圈，帶來更
好的節目。
對於新版《勁歌》與ViuTV的節目

《Chill Club》對撼，軒仔認為播放節目
時段是黃金時間，無論對哪個電視台都很
重要，這亦是一個很好的信號，證明大家
重視音樂。說到他為首集節目打頭炮演
出？軒仔謙虛說：「唔好咁講，一個好節
目好睇唔係一個人，係大家齊心協力去
做，最緊要音樂節目尊重音樂，節目做得
好最大得益係觀眾，作為歌手又可以多個
宣傳渠道。」

胡鴻鈞叫蔡思貝送車位
胡鴻鈞前日忙完拍攝新劇《十月初五的

月光》，晚上即趕來為節目擔任嘉賓，他
說：「好開心見到皇上（張敬軒），好緊
張，每次見親佢都有心動嘅感覺，因為佢
係我偶像，我未出道已經鍾意佢，每次見
到佢都好似小粉絲一樣。」

日前生日的他，表示生日願望是希望能
與偶像合作，無論唱歌、拍劇也可以。問
到緋聞女友蔡思貝可有為他慶祝？他說：
「佢同我講咗句生日快樂，同埋叫我加油
拍劇。」談到思貝近日買車位，胡鴻鈞笑
謂恭喜她做車位業主。問到會否送新車給
她？他笑說：「我有錢都自己換車先啦。
（希望佢點同你補祝生日？）叫佢送咗個
車位畀我，或者畀張相我望吓，等我羨慕
吓都好。」訪問完畢後，胡鴻鈞上前跟偶
像張敬軒合照，軒仔又搭膊及拉住他的
手，胡鴻鈞就顯得有點怕醜。
衛蘭（Janice）與孖生妹妹衛詩（Jill）

齊上節目獻唱，Jill透露當晚會唱出新歌
《面對後悔的各種方法》，並要即場被其
他歌手評價， 問到可會緊張？Jill 坦白
說：「算係第一次（被評價），都緊張，
有少少壓力，我一直都有練歌，但因為疫
情少上台唱歌。」Janice則表示頗喜歡這
個新穎模式，相信會好玩。她指妹妹食
飯時都有唱過新歌給她聽，覺得妹妹
已唱得好好。Jill指Janice給她的
意見好有用，令她有進步。

率30歌手為新版《勁歌》響頭炮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梁 靜 儀 ） 由 郭 偉 亮 （Eric

Kwok）、黃山怡(糖妹)及涂毓麟主持全新形式無綫節目

《勁歌金曲》，前晚於將軍澳電視城進行首集錄影，近

30位歌手參與演出，包括張敬軒、 胡鴻鈞 、 衛蘭、

衛詩、李幸倪、林奕匡、馮允謙、林欣彤、王灝

兒及何雁詩 等，而副總經理曾志偉及星夢

CEO何麗全亦有到場支持。軒仔希望大家

都能團結，尊重音樂，做好音樂節

目，那就對觀眾和歌

手們都有得

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朱鑑然和雲浩影（Cloud）
昨日出席米線食肆活動，以嘉
賓身份現身的朱鑑然坦言任何
品牌廣告都想接，尤以最具興
趣的腕錶和汽車，當問到會否
情侶檔上陣拍廣告，他即煞有

介事說：「如果有女友的話不
會抗拒合作。」之前傳出他和
盧慧敏（Amy）發展地下情，
當時他承認兩人關係正「了解
中」，不過他昨日透露目前是
單身狀況，暗示兩人已經分
手，目前會先專注事業。
朱鑑然與兩位影帝劉德華、

梁朝偉合作的電影《金手指》
剛告完成，面對兩位「型
男」，朱鑑然笑言：「無力招
架，只能盡量做好自己，他們
都好隨和，不介意跟我這些後
輩溝通，自己和他們好多對
手戲，基本上我全套戲跟住劉

生（華仔），也被他們的電眼
電倒，試過對視時有一秒給電
到跳離角色，真的很迷人，但
會好快提醒自己返回角色中，
總之他們的專注和能量很強
大，卻又不會令你帶來壓力，
當停機時大家有講有笑，會在
他們身上學到嘢。」有指偉仔
性格低調寡言，朱鑑然笑言：
「偉仔說話較少，第一日開工
見到偉仔，我想行近打招呼兼
集郵，但發覺偉仔正專注場戲
的表現，自己便悄悄轉身行
開，雖然集郵失敗，但最美好
相片已經在腦海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
穎）吳浩康（Deep）的新歌
《十倍速》於昨日推出，今次
特別邀請Dear Jane參與創作，
樂隊除了參與歌曲製作，成員
Tim更為MV執導。
新歌MV講述一個遺憾的

故事，男女主角由邂逅、相
戀及對彼此作出承諾的經

過，卻在最幸福的時候女主
角留下了心愛的人離開了世
界。Deep在MV中只負責唱
歌對嘴部分，演戲情節則由
兩位年輕演員演出。拍攝當
日，天氣突變陰天，最後更
下雨，Deep說：「Tim特別
找到這個地方，整體mood也
很適合。」原來拍攝地點就
在機場附近，「自從機場搬
到大嶼山後，我便沒有這麼
近距離看見飛機降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唐貝詩、陳逸寧、
牛雜妹（李亦喬）昨日出席動保大電影《毛俠2》
電影發布會暨風行宇宙有限公司開幕禮。唐貝詩
雖然沒份演出電影第一輯，但高興團隊會找她演
出，她本身也喜歡首集電影，說：「今次我要演
一名道友，導演想我減肥減到好瘦，不可以有肌
肉的那一種，暫定4、5個月後就開拍，我打算開
工前一、兩個月才減。」現時體重108磅的唐貝
詩，希望到時能減至100磅，笑問她現在會否先

大吃大喝打底，唐貝詩笑
道：「都會食盡佢，享受咗
先，之前都有減肥經驗，身
體會習慣。」問到是否酬勞
很吸引才打動到她，她說：「電影都是為慈善
的，覺得很有意義，對上一次演出已是年前的舞
台劇《戀上十二星座》，可惜演出日期因疫情一
改再改，最後以網上形式演出，令劇團要蝕錢收
場，暫時未聽聞會重演。」

吳浩康輕鬆拍新歌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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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讚香港演員好戲專業

周顯揚指定古仔嘉玲演出

●對於「鑄劍
堡堡主」一
角，周導認為
非嘉玲莫屬。

●古仔頭戴龍蝦
鬚金冠，在拍攝期

間要專人負責保護。

●劇組認真討論
拍攝細節。

●衛詩雅最
近瘦了一
個碼。

●全新形式
《勁歌金曲》
首集錄影，近
30 位歌手參
與演出。

●●許靖韻一見張敬許靖韻一見張敬
軒即攬實對方軒即攬實對方。。

●胡鴻鈞(右)
上前跟偶像張
敬軒合照。

●●衛蘭與妹妹衛詩衛蘭與妹妹衛詩
齊上節目獻唱齊上節目獻唱。。

●●吳浩康吳浩康((左左))獲獲TimTim幫手執導幫手執導MVMV。。

●●雲浩影雲浩影 ●●朱鑑然朱鑑然

●●唐貝詩唐貝詩

朱鑑然暗示已甩拖

唐貝詩演吸毒者 自信減磅無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