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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好聲音》那英改「雲錄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毅力）日前荷里活
影星妮歌潔曼來港拍攝新美劇《Expats》
獲豁免檢疫引起一陣爭議風波，政府的局
長已經解釋了原因，當然有人仍對事件咬
住唔放，不過既然來了拍攝工作仍舊在繼
續。
妮歌潔曼昨日在旺角花園街進行拍攝。

據悉，攝製隊事前已作出申請，並租借了
相關檔位。而現場還有大批臨時演員扮途
人。妮歌潔曼身穿黑衫，未拍戲時佩戴上
黑口罩。其中一個鏡頭見妮歌指向一些燈
籠，或與拍攝中秋節有關。另外，亦有一
個鏡頭她在檔攤幫小妹妹紮辮。
今次攝製隊封咗成條花園街拍攝，更有

供大星用的專用流動餐車及廁所，成條街
起碼有50個保安員，預防粉絲埋到偶像
身邊。光係打燈都已經要用吊臂車，看來

頭肯定是極
大製作，香
港製作人已
經久未有工
開了，難得
有套大製作來
拍，起碼令有
不少工作人員
有工開。官員
出發點都是看
大局，只是酌
情開綠燈而
已，希望不好
再糾纏。
圖：阿祖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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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歌潔曼花園街拍攝大陣仗

黃德斌表示所拍的動作都有危險性，也消耗不少
體能，因為連場動作也很火爆，尤其甄子丹當

動作導演，一向要求高的他要把場面拍到更加壯觀。
而他們三人拍攝前亦需要上堂學不同的槍械知識以及
揸槍手勢，楊天宇表示因為戲中要肉搏亦有爆破場
面，所以他們都要將不同類型的槍械記清楚，今次更
有機會接觸機關槍等重型裝備；吳浩康亦表示他上堂
學足一星期，特別是要集中練拔槍的技巧。
在拍動作片過程中也難免受傷，黃德斌指他都有
輕微擦傷或者肌肉撞傷，畢竟甄子丹對每個鏡頭
都有意見和要求，而他最深刻是拍一場在南亞
村給10多人圍攻，他要肉搏逐個將人舉起再
撻低：「拍到我好似好勁，子丹哥還說不用
將菲林較快格，因拍出來都夠快，而這場肉搏
戲好講求氣氛，幸好拍了幾 take 都達到效
果！」

楊天宇首吊威吔撞傷大腿
至於楊天宇第一次嘗試吊威也，他笑指在拍攝當

日只是路過，甄子丹就叫他看一看替身的演出，然
後就即場叫他從3樓吊威吔飛落街，自己都要頂硬
上：「不過在飛落街的過程中，我大腿撞到了凸出
來的冷氣機，拍完半小時後，我覺得行路開始拐
吓、拐吓，也要即場找醫護治理！」但楊天宇並沒
給嚇怕，雖然那場戲他是要頭先衝落地，但他還是
喜歡尋求刺激，覺得演員什麼都要試一次。黃德斌
被問喜歡拍動作還是喜歡演「大叔」？他笑言樣樣
都得，畢竟自己只是一個演員，再問他喜歡拍打還

是跟男演員親嘴？他笑說：「大家都是
打，不過另一個是『打』情罵俏吧！」
對於陳木勝導演的離世黃德斌大嘆可

惜，他說：「我好細個已經拍他，第一
部是《嘩！英雄》，還有《新警察故
事》、《雙雄》及《三岔口》等等，所
以跟他有份特別感情，也是一個對我好
重要的導演。」他又大讚陳木勝人好
好，拍戲處理動作場面之外，每部戲也
有情，不論親情、友情及男女間的感
情，所以他很看重情，而陳導更是一個
很仔細的導演：「有時會連在拍動作時
的呼吸不夠好看的細微位，他都會直接跟我說，又
不會令到我有不舒服的感覺！」不過今次在拍攝
《怒火》時，德斌指陳導都跟平日一模一樣正常地
開工，直到配音時見他不在現場，之後看報紙才知
他患病，其間都有短訊予他，他都有回覆，只是沒
談及病況。
吳浩康是拍《新警察故事》時跟陳導合作過，但
當時自己太新並沒有機會跟對方交流，今次再見導
演覺得他處事很有風度，富正義感，對人亦很真
情，有事必定會出聲，而他個人板斧好多好叻，面
對很多人、很多事也從沒一刻發脾氣，EQ甚高。楊
天宇今次才第一次跟陳導合作，每次入片場，都覺
得陳導可以影響一隊人好團結地去工作，而且他永
遠笑面迎人、和藹可親，即使對演員的演法想有改
進，也會笑笑口地講解，從沒黑面，也特別答謝他
今次給予機會演出。

黃德斌
Hair：Vince Pang @ IL COL-
PO group
Makeup：Yen Lai
Outfit：shoes by On Running

吳浩康
Hair：Moe @ IL COLPO (On
Lan Street,Central)
Makeup：木子維納Vena

The Everly Brothers成員Don Everly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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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慧雪升級母親 戒離家出走惡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關心妍、孫慧

雪及張美妮，於最新一集《靚媽圍爐》中大
爆老公常犯的錯。原來張美妮及孫慧雪婚前
經常與老公嘈交後離家出走，張美妮更笑言
自己是staycation始祖，經常一吵架就去住酒
店，最長試過離家三日。
孫慧雪直言自己與老公同屬火爆形，她過

去是一句不合即離家出走，生BB後一次因小

事吵架，她習慣性氣沖沖離家，落到樓下醒
覺自己已是媽媽，不能再衝動：「那一刻我
諗，死啦，兩個鐘後我又谷奶、又要餵BB，
走都要上返去執東西，但帶埋BB走，淨係
BB用具已經多到沒可能搬到。」終於她打電
話給老公，叫他落樓哄回她，老公亦「死死
地氣」落樓問她想怎樣，結果她又「死死地
氣」要老公攬返她，便攬着一齊上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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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前晚（22日）中國好聲音和那
英工作室官方微博均公布聲明，稱那英要退出中
國好聲音現場錄製，以後會進行「雲錄製」。
中國知名音樂節目《中國好聲音》一路走來已

經10年，雙方近日發布聯合聲明，表示那英對
於節目來說是一個標誌性的存在，一直以來帶出
3位冠軍與許多優秀歌手，為樂壇源源不絕地注
入許多新生力量，在節目外也不時指導學員、打
歌。
據指，那英已有其他日程安排無法調整，無法

走完這一季全程，但因為那英對節目有深厚感
情，因此考慮再三後還是決定接受邀請，以線上
方式參與節目錄製，同時也力邀歌唱家廖昌永接
棒指導學員。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鄉村搖滾先驅The
Everly Brothers於上世紀50年代開始活

躍 ， 憑 名 曲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聞名全球，成員之一的 Phil
Everly 於 2014 年因肺病離世，終年 74
歲。日前另一成員Don Everly也於上周六
（21日）在美國田納西州寓所離世，終年
84歲。
The Everly Brothers於1986年打入搖滾

名人堂，名曲包括《Bye Bye Love》、
《When Will I Be Loved》與《Wake Up
Little Susie》等，在樂壇地位崇高，披頭
四（The Beatles）、The Mamas and the
Papas與Simon and Garfunkel等都深受其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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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天宇
Hair：Ritz Lam
Makeup：Vena
Outfit：Sandro Homme

場地：The Crown＠英皇駿景
酒店

黃德斌直
言與陳木勝有
份特別的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陳木勝導演遺作《怒火》

正熱映中，除主角甄子丹和謝霆鋒有

賣命演出外，其中合演同組警務人員的黃

德斌、吳浩康及楊天宇都有連場動作，不過

他們都表示拍得辛苦也很享受。甄子丹對每

個動作鏡頭都有意見和要求，三人拍攝前

亦需要上堂學不同的槍械知識，而黃

德斌最難忘拍南亞村被十多人圍

攻的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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