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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情深蔡潔無法介入

2021年11月29日（星期一）

● 無綫台慶劇《拳王》昨
日到赤柱廣場做宣傳。

●張振朗
（左）稱與朱敏
瀚都是正經
男仔。

張振朗 朱敏瀚
長 對 不生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無綫台慶劇《拳王》演員張振朗、朱敏瀚
（朱仔）、蔡潔、許家傑、李君妍等昨日到赤柱廣場做宣傳，並即場向觀
眾示範簡易家居運動，鼓勵大家建立恒常運動的習慣。張振朗跟朱敏瀚兄弟
情深，朝夕相對也不生厭，讓蔡潔跟他們做對手戲也難以介入。

張振朗、朱敏瀚和蔡潔三人在劇中有段離奇
感情線，不過戲外的振朗和朱仔非常老

友，蔡潔最初要投入他倆的兄弟情時有一定困
難。活動上，振朗和朱仔不約而同穿上全黑「情
侶裝」現身，兩人異口同聲表示沒有夾過，朱仔
表示：「我哋合作過好多部戲，1年前看着大家
操練，之後拍劇加起來有年半時間日見夜見，所
以蔡潔好難插入來。」雖然如此，兩人從未有見
厭，活動後晚上還一齊吃飯，振朗謂：「之前連
續拍 12 日擂台戲，每日都是他駕車接載我返
工，為了做 Gym，他搬到我樓上，大家做埋鄰
居，（另一半不會呷醋？）當然不會，我們是做
健康活動，最近一齊睇書，是黎耀祥推介我們睇
心理學書籍，同一本書，但大家在樓上樓下各自
睇，我們是正經男仔，也沒試過在對方的家過
夜，大家只是好朋友好兄弟，能夠有個朋友有共
同嗜好，事業上一齊向前是很開心。」
說到《拳王》一劇在台慶頒獎禮共有 26 項提
名，朱仔希望振朗奪得「最佳男主角」和「最佳
劇集」，被睇好的振朗謙稱：「不要提啦，我才
入行 10 年，從來不心急，不過監製好好，給我
一個好特別的角色，最緊要是得到觀眾喜歡。」
振朗和姚子羚前晚為節目《思家大戰》錄影，提
到獎項時，子羚當住振朗面前，說笑話要投票揀
黎耀祥是「最佳男主角」，振朗還擊笑話子羚是
他兒時偶像，小時候看着對方演出《當四葉草碰

● 一眾藝人昨日即場向觀
眾示範簡易家居運動。

上劍尖時》長大，但還是投票給鍾嘉欣，
子羚是放在心裏尊敬的人！

蔡潔祝願振朗得獎
蔡潔首度正式接拍無綫劇集《拳王》，
獲提名「最佳女配角」、「最受歡迎電視
女角色」及「最受歡迎電視拍檔」，她表
示對「最佳劇集」有信心，反而對自己沒
信心，總之第一次拍無綫劇集可以提名已
經好開心。
明年1月2日頒獎禮當日正是蔡潔33歲
生日，如果得獎豈非是最
好生日禮物？她謂：
「當晚會打扮漂亮去行
紅地毯，同大家一齊切
蛋糕，最希望是劇集及
兄弟姐妹得獎，自己私
心就想振朗得獎，因
他真的很努力，開劇
前一年已經操肌，好
有誠意，為了保持身
形，不惜拍到半夜收
工都去健身，是位
認真演員，也給
他這份精神打
●蔡潔對
動。」
自己拿獎沒
信心。

自爆與麥大力為鄰

亮相內地節目吸 90 後歌迷

林子祥首度亞博開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林
子祥（阿Lam）相隔兩年半宣布再開
騷，已定於明年3月26日首度在亞洲
博覽館舉行。
阿Lam直言：「真的很久沒有跟香
港歌迷見面，有見近日香港疫情清
零，相信開騷對歌迷不會帶來不便及
影響，大家也悶了一段日子，來一個
溫馨快樂的以歌會友相聚，希望可以
為歌迷帶來歡樂，於是決定明年3 月
底舉行演出。」
談到這次演唱會是他第一次於亞博
館開唱，阿Lam謂：「揀這個場一來
係其他場3 月無期，二來係大家應該
好耐冇搭飛機去過旅行，咁就當今次
約會係去旅行啦。」早前林德信透
露：「好多朋友唔知點解收風咁叻，
打電話畀我落飛」，阿 Lam 笑道：
「係呀， 聽講大家當佢係票務部，阿
仔有打電話同我報告好多人訂飛，叫
我自己處理返，我都想知點解大家消
息咁靈通。」說到只得一場不夠喉，

會否再加場？阿Lam笑說：「問我都
唔知喎，要問返大會有冇期再加
喎。」
最近阿Lam在內地歌唱真人騷《我
們的歌 3》，一出場唱歌便震懾所有
新世代，歌聲更感動到他們落淚，節
目於 YouTube 上有百萬點擊率，單
單是討論林子祥肺活量有多高，就已
經成為熱搜，有 1.9 億閱讀量，令不
少香港網友也留言大讚他真心勁。

吓，食吓嘢。不過玩完呢輪，就會回
港為3 月演唱會籌備。」據悉錄節目
之後，阿 Lam 突然多了很多 90 後歌
迷，除了節目組工作人員錄完節目搶
着要跟他合照留念之外，外出時都常
常被認出圍觀，薜之謙、蕭敬騰等等
都超級愛他，想跟他再合作。

麥明詩無意返幕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麥明詩、麥大力、海洋保
育大使郭晶晶昨早出席「慈善
接力挑戰 2021」活動，呼籲公
眾關注海洋污染問題，郭晶晶
在台上分享其環保理念及減塑
心得：「建立環保的習慣並非
一朝一夕，因此我會時刻注意
自己日常生活有否造成污染及
浪費，提醒自己需要改善的地
方，可以實踐後就能慢慢轉變

接內地節目 為打高球
據知當地工作人員很拜服阿Lam專
業，大讚他工作認真。阿 Lam 謂：
「工作前後認真這是必須，每個歌手
應該做的事，唔使講到咁誇張。」據
知今次阿Lam肯接內地節目，原因是
疫情關係悶了年多，沒得飛沒得打
波，為了可以成日打高爾夫，所以才
飛去錄影，工作之餘馬上四圍去打
波，他謂：「係呀，我同工作人員錄
完影就即刻飛去其他地方，四圍去玩

● 阿 Lam 肯亮相內地節目
肯亮相內地節目，
，原來
是想順道返內地玩。
是想順道返內地玩
。

● 郭晶晶分享保護海洋及減
少日常污染的心得。
少日常污染的心得
。

成持之以恒的習慣。另外，我
深信教育下一代亦十分重要，
因此我會以身作則，在日常生
活中減少使用塑膠，教導子女
明白愛護環境的重要性。」
麥明詩和麥大力均有落場參
與三項鐵人賽，女方負責踩單
車，男的要游350米蛙泳，兩人
都太耐沒做相關運動，作賽時
均大感吃力。大力自言有很長
時間沒有游水，賽前亦沒有練
習，當游到280米時開始吃力，
更不慎飲了幾啖水。
而由幕前轉投法律界發展的
麥明詩，因工作太忙很久沒有
做運動，也有一年無踩單車，
她自言比賽時踩到想嘔相當辛
苦。她又取笑麥大力：「身形
健碩，視覺效果不錯，但有姿
勢無實際 ，所以我也放鬆過
來，畢竟很難同運動員比較，
他們狀態太弗。」
麥明詩表示現時的工作已填
滿時間，除非配合到工作節奏

朱晨麗想學汪明荃 服務 TVB 五十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善學慈善基金」
前晚舉行慈善晚宴，出席嘉賓有朱晨麗
（朱朱）
、
胡曦文
（前名：胡敏珊）
、蔣麗萍與女兒、陳嘉桓
及應屆香港小姐宋宛穎、梁凱晴、邵初等。
朱晨麗穿一襲白色性感晚裝亮相，她表示為配
合場合才穿得隆重一點，而且多年來也出席支
持，因希望能盡點綿力幫助到小朋友及有需要家
庭。朱朱透露最近正忙於拍攝電影，就連日前無
綫長期服務員工頒獎禮也無法出席。她坦言未能
親手拿服務10年金牌有點可惜，不過公司會補發
給她：「拿到金牌我再影合照，等到20年再親手
拿金牌，我希望好似阿姐（汪明荃）有50年這一
日，可以服務一間機構這麼長時間，好犀利！」
朱朱轉戰拍電影，她指能夠有機會外闖接觸不
同領域感覺好新鮮，但電視劇仍會接拍，得看公
司的安排。她亦體會到拍攝電視劇與電影間的不
同之處。而下月2日將踏入34歲生日，朱朱指朋
友們都紛紛約吃飯為她慶祝，但檔期已爆滿，希
望約不到在她生日前吃飯的多多包容。問正日選
了跟誰一起慶祝？朱朱笑說：「未揀好，有得揀
就好啦，因為正日都要工作。」再問她的生日願

望？朱朱哈哈笑說：「唔通話結婚咩，最重要也
是身體健康！」

邵初不敢表演心口碎大石
三位應屆港姐當選後履行港姐職責，之前已出
席不少慈善活動，即將又參與保良局
及東華三院的慈善晚會，而在《歡
樂滿東華》中，三位港姐將表演手
語歌，並已開始練習手語。另外，
她們又有唱歌環節演出，邵初
自覺聲線較低沉比較另類，
但都是為善事籌款。問會
否有高難度表演像「心口
碎大石」？宋宛穎表示
「絕技」還是交由其他同
事去做，她們要保持靚
靚形象見大家。邵初亦笑
說：「這些表演要經好長時間
訓練，我怕到時變成大石碎心
口！」宋宛穎表示之前參與過
台慶司儀工作後，獲得好評，她
● 朱晨麗

也有興趣在主持及司儀界發展。梁凱晴和邵初則
有興趣拍劇，希望能先上演技課程作好準備。
鐘錶界名人胡曦文昨晚捐出由她親自設計
的名錶拍賣，而該名錶本為皇室設計，只
生產 5 隻，其中一隻會於聖誕送予皇
香港文匯報訊 Super Junior
室，另一隻帶來慈善晚宴拍賣，希望
（SJ）
銀赫將首次挑戰百老匯音樂
能籌得更多善款。
劇導演崗位，執導百老匯舞台音樂
劇《Altar Boyz》。銀赫表示一直以來
均以演唱會為主進行演出，對現在可
以通過執導擴大演藝範圍，相信是好機
會，能夠與K-POP明星們一起展現此劇
的甜美音樂和爆發性的表演感到高興。
銀赫續表示：「平時對音樂劇都很感
興趣，以後也想嘗試挑戰各種類型的表
演，希望今次藉着當導演的契機，可以有
更多的機會。」
日前，製作方在 12 月 18 日首場公演前，
公開了
NU'EST 白虎、ASTRO 尹產賀、
● 左起
左起：
：梁凱晴
梁凱晴、
、宋宛穎
SF9
柳太陽、Golden
Child Y 和洪周燦等
及邵初透露將在《
及邵初透露將在
《 歡樂滿
全球 K-POP 偶像一起演出該百老匯音樂劇
東華》
東華
》表演手語歌
表演手語歌。
。

● 麥明詩笑麥大力身
型健碩得個樣。
型健碩得個樣
。
便不介意參與慈善活動，否則
不想在假期做幕前工作，今次
也是抱着玩的心態，既做慈善
又可以做運動很值得。問到是
否因緋聞男友盛勁為才認識麥
大力，她謂：「我跟大力是鄰
居，而且我們都認識幕後監
製，大力在專業工作以外要兼
顧娛樂工作，可以互相交流心
得。」

SJ 銀赫首執導

百老匯舞台音樂劇
的海報拍攝現場照。
據悉，此音樂劇將於 12 月 18 日及 19 日
在中國香港、中國台灣與韓國同步直播上
演。

● 銀赫希望可以通過執導擴大自己的演
藝範圍。
藝範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