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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陳煒（煒哥）昨
日穿上低胸長裙出席活動， 她最近斥資千萬購
入大埔一個豪宅，並承認新居是用作與男友的
愛巢。
煒哥近年頻頻被拍得去睇樓，有指她近日斥
資千萬購入大埔一個豪宅，對此她大方承認，
對於單位購入不久已有升幅，煒哥笑說：
「有冇升都未知，但係好開心買到心水地
點，地點好近未來發展嘅白石角站，相信會
有升值潛力，自己好鍾意嗰度嘅環境，諗住
用來自住。」與醫生男友感情穩定的煒哥，
被問到新居是否作為與男友的愛巢時，她大
方表示應該都會。
今個月21號是煒哥的48歲生日，被問將
會怎樣慶祝？她笑說：「公司早我兩日生
日，每年呢個月份都要忙住為台慶張羅靚
衫，（可想男友為你製造驚喜？）冇乜所
謂，可能會過二人世界，又或者會同多幾個
朋友一齊慶祝都未定。」
另外，煒哥近日在青春劇《青春本我》中
飾演炎明熹（Gigi）的媽媽，煒哥表示過
往都曾多次飾演媽媽角色，但今次好開心

該劇以音樂劇為重心，拍攝手法似拍MV，效
果相當靚。問到煒哥會否在劇中一展歌喉？
她謙稱有排都未輪到自己，而這套劇主
要是展示他們的天賦，她們只是輔
助。
她又謂之前都有留意《聲夢

傳奇》，感覺像看着一班
學員成長，而她經常都
會跟Gigi 傾偈，想
了解16歲女生的
想法，她笑
說：「我會
問Gigi條腰有冇
22吋，佢話冇，所
以我會買嘢谷佢食，
佢家要返學又要兼顧拍
劇，我都擔心佢嘅體能係咪
應付到。」說到Gigi有「火星女
神」外號，問到煒哥可聽得明對方
說話的意思？煒哥笑言聽得明：「好明
白，佢哋成日一句起兩句止好得意，有時
佢哋啲反應又好大，都幾好笑嘅。」

陳煒大埔買千萬豪宅築愛巢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文文

芬芬））第第4242屆韓國青龍獎入屆韓國青龍獎入

圍名單昨日公布圍名單昨日公布，， 《《絕路狂絕路狂

逃逃》》以以1313項提名領跑項提名領跑，，而而

《《茲山魚譜茲山魚譜》》獲獲1010項提名項提名

及及《《勝利號勝利號》》獲獲88項提名緊項提名緊

隨其後隨其後。。至於至於《《奇跡奇跡》、》、

《《The CallThe Call：：超時空通話超時空通話》》

及及《《我死去的那天我死去的那天》》則獲則獲66

項提名項提名。。宋仲基憑主演宋仲基憑主演《《勝勝

利號利號》》競逐最佳男主角殊競逐最佳男主角殊

榮榮；；韓國女團少女時代成員韓國女團少女時代成員

林允兒勇闖影圈亦獲不俗成林允兒勇闖影圈亦獲不俗成

績績，，她憑藉主演她憑藉主演《《奇跡奇跡》》再再

度爭奪最佳女主角寶座度爭奪最佳女主角寶座。。

最佳作品：《勝利號》、《茲山魚譜》、《我死去的那天》、《絕路狂
逃》、《綁架影帝黃晸珉》

最佳導演：趙成熙《勝利號》、柳承完《絕路狂逃》、朴勳正《暗夜天
堂》、李承元《三姐妹》、李濬益《茲山魚譜》

最佳男主角：宋仲基《勝利號》、趙寅成《絕路狂逃》、金倫奭《絕路狂
逃》、卞約漢《茲山魚譜》、薛景求《茲山魚譜》

最佳女主角：林允兒《奇跡》、金慧秀《我死去的那天》、文素利《三姐
妹》、全余贇《暗夜天堂》、全鍾瑞《The Call：超時空通話》

最佳男配角：李光洙《天坑》、李星旻《奇跡》、陳善奎《勝利號》、許峻
豪《絕路狂逃》、具教煥《絕路狂逃》

最佳女配角：李秀敬《奇跡》、李伊《The Call：超時空通話》、李姃垠
《我死去的那天》、張尹珠《三姐妹》、金善映《三姐妹》

最佳男子新人：金在範《綁架影帝黃晸珉》、劉慶秀《綁架影帝黃晸珉》、
鄭在光《Not Out》、河俊《宴會日》、南多凜《天坑》

最佳女子新人：李瑜美《大人們都不知道》、孔升妍《獨自生活的人們》、
盧正義《我死去的那天》、方敏雅《最佳的生活》、鄭秀晶《我孕故我在》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梁靜

儀）林正峰（阿峰）
與游嘉欣（游游）在前

晚（31號）播出的《青年
心城之撐起青春》中，游游隔

着口罩向阿峰送吻，零拍拖經驗
的游游強調現實中不會如此主動：

「成日覺得太主動對方就冇咁珍惜。」

至於劇中有Kiss戲及床戲的林正峰，
笑言女友不單完全冇詐型，更幫他對
戲：「因為收到劇本嗰陣，我都有同佢
講會拍啲乜，包括床戲同接吻戲，同埋
我哋對大家都有一定信任，佢仲幫我對
戲！」
另外，劇集開首的「撞鬼」戲，除有

游游自毀形象以「負顏值」鬼臉「加
持」；阿賢（施焯日Arthur飾）在極度

恐慌下無厘頭高唱家燕姐經典名曲《皆
大歡喜》，令紅衣女鬼亦無厘頭地以疑
似霹靂舞回應，相當搞笑。游游事後透
露拍攝當晚有怪事發生：「我同阿峰、
Arthur拍完後傾偈時發現，原來大家當
晚都有頭痛、頭暈，但因為怕嚇親大家
所以都冇講。」據知紅衣女鬼雖並非家
燕姐真身，但卻與三名年青演員相當有
緣，答案將於最後一集揭盅。

游嘉欣稱現實不會主動獻吻
林正峰拍親熱戲獲女友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第9
屆香港傑出義工獎頒獎禮》昨日於會
展舉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鄺美雲亦
有出席，她透露今次是擔任傑出義工
獎的評審委員。
鄺美雲一向關心社會，經常去當義
工，服務範圍非常廣泛，包括教育、
老人、更生及社會服務各方面。她
說：「其實香港人好值得驕傲，因為
有好多善心人士，除了工餘去當義
工，甚至退休人士都很樂意去做全職
義工，也是憑着喜歡的心，給人歡

喜、希望、信心和方便，這樣幫到人
之餘，也能夠提升自己，增進知識，
從而獲得更多快樂和肯定！」
問她可有成立慈善基金幫助有需要

人士？鄺美雲表示自己並沒設立基
金：「其實每年都有為內地南昌大學
做助學，我無設立基金，也是盡自己
能力，或者去支持其他團體和基金，
都是廣結善緣。」她又提到自己20年
前已經有去做更生義務工作，直到今
年獲頒授太平紳士（JP），她更探訪
過一些在囚人士。

鄺美雲擔任傑出義工獎評審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央社報道，美

國著名歌手Jon Bon Jovi和加拿大歌
手 Bryan Adams 證實感染新冠肺
炎，這是最新兩位接種疫苗但仍確
診染疫的西方樂壇人物。他們在檢
測結果出爐後，各自的演出活動都
已取消。
據悉，著名搖滾歌手Jon Bon Jovi

原本排定在佛羅里達州一場萬聖節
活動中演出並與樂迷互動。他確診

的消息對外宣布之際，演出地點已
有樂迷入場。截稿前還不清楚主辦
單位是否會退票。至於Bryan Ad-
ams 則原本排定在搖滾名人堂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盛
典上演出，但證實確診後，已經取
消上台表演的計劃。
而稍早前，英國創作型歌手Ed

Sheeran同樣證實染疫，可見大家對
疫情仍不能掉以輕心。

Jon Bon Jovi與 Bryan Adams先後染疫

韓國青龍
電影獎

是韓國三大電影獎之一，今年的青龍
電影頒獎禮將於本月26日晚在KBS電視台舉行。
今屆的青龍電影獎將從去年10月至今年10月期間
上映的影片中選出18個獎項，其中《絕路狂逃》獲
得了最佳作品獎、最佳導演獎、最佳男主角獎、最
佳男配角獎等共13項提名領跑。不過，今屆焦點落
在宋仲基及林允兒身上，而《魷魚遊戲》李瑜美入
圍了女子新人獎項，亦受到關注。
宋仲基在2016年憑藉現象級韓劇《太陽的後
裔》紅遍了亞洲，並與該劇女主角宋慧喬結婚，曾
成為一時佳話。今次宋仲基憑藉主演《勝利號》，
時隔11年入圍與趙寅成搶奪最佳男主角寶座。該片
為韓國史上首部太空題材類電影，據指單是製作費
已達240億韓圜（約1.59億港元）。其故事背景為
2091年，當時地球已經缺乏資源，而UTS組織計
劃於火星打造另一個地球，可以選擇地球5%的人
進入，其他人則要留在已毀滅的地球上。然而「勝
利號」是於宇宙尋找值錢東西變賣的團隊，但在偶
然的機會下發現一名女子竟是擁有大規模殺傷力而
被通緝的機械人，其背後的秘密更為驚人……

李瑜美爭奪女子新人獎
少女時代的成員林允兒轉型當演員也取得驕人成
績，她於2019年已憑《EXIT：極限逃生》入圍第
40屆青龍電影獎最佳女主角提名。她今次憑藉主演

《奇跡》跟實力派演員全鍾瑞、文素利及金
慧秀等爭奪最佳女主角殊榮。
該電影由李章焄執導，這是一部以真實故事為
基礎的虛構電影。電影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為背
景，講述了在一個連路都很難找到的慶尚北道的
鄉下，數學天才高中生俊京（朴正民飾）在女朋
友羅熙（林允兒飾）的幫助下，與姐姐寶京（李
秀景飾）及村莊裏的人們一起努力建造火車站。
俊京為了獲得見到總統的機會，積極參加獎學金競
賽。
此外，《魷魚遊戲》李瑜美憑藉演出電影

《大人們都不知道》角逐女子新人獎。該電影
講述的是被家庭和學校拋棄的十多歲的孕婦
世真（李瑜美飾）與離家出走4年的同齡朋
友朱穎（韓國人氣組合EXID成員HaNi
飾）一起開始了艱難生活的故事。

林允兒
再度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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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仲基主宋仲基主
演韓國科幻鉅演韓國科幻鉅
製製 《《 勝 利勝 利
號號》。》。●● 宋仲基除宋仲基除

了演技好了演技好，，
多年來亦默多年來亦默
默行善默行善。。

●● 李瑜美李瑜美
憑藉演出憑藉演出
《《魷 魚 遊魷 魚 遊
戲戲》》人 氣人 氣
高企高企。。

● 林允兒
近年不時亮相
電 影 節 活

動。

▲趙寅成已是電影頒獎禮的老面孔。●●林允兒主演林允兒主演《《奇跡奇跡》》表達永不放棄的精神表達永不放棄的精神。。

● 阿峰出現英雄救美，然後阿欣就主動
獻吻。

●夜探鬼屋情節，既驚險又搞笑。

●● 煒哥今個月迎來煒哥今個月迎來
4848歲生日歲生日。。

●● 鄺美雲經常去當義鄺美雲經常去當義
工工。。 ●● Jon Bon JoviJon Bon Jovi染疫後活動被迫取消染疫後活動被迫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