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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由韋家輝執導、監製及編劇，劉
青雲、蔡卓妍（阿 Sa）、林峯主演，李若彤特別演出的英皇電
影《神探大戰》，將於下月在香港開畫。當日韋家輝想拍一
部重型動作片，並認定劉青雲是第一人選，而青雲亦直率
答應演出。再與青雲合作的蔡卓妍就感覺大家一起共患
難，而拍片過程像玩極限運動似的。

◆ 韋家輝
韋家輝（
（左）與劉青雲及林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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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青雲韋家輝

◆ 蔡卓妍在片中與林峯
飾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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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拍重型動作片
蔡卓妍：危險場面多像玩極限運動
在2007年韋家輝與杜琪峯合導的《神探》，
韋家輝表示該片跟《神探大戰》其實完全

無關係：「《神探》是斯文、內斂一點的戲，較
多內心描寫，比較文藝；《神探大戰》試圖用動
作包裝故事，內裏的人物線完全無關連，甚至
『神探』所指的意思也不同。2007 年的《神
探》有雙重意義，講述青雲是一個很棒的神探，
同時又是一個『神神哋』的神探；但《神探大
戰》的『神探』則代表了一班在香港社會內，做
了一些非法行為，再以私刑去跟進一些懸案，將
一些人殺掉的一群人的代號。」
自神劇《大時代》首播 30 年來，韋家輝與劉
青雲已成經典夢幻組合，在編寫這部劇本時，
韋導演腦海中早已認定，劉青雲是男主角李俊
的第一人選：「眾所周知，青雲是一個非常出
色的演員，我好喜歡和他的合作方法，就是他
好信任我、我亦好信任他，開工第一日，我們
都不會完全知道整部戲的走向，會給予空間試
做，看看角色的演變會是怎麼樣，由當日方展
博開始，到往後許多電影角色，直至今次都是
一樣！」
青雲憶述當日韋導演的邀約，他直率答應
說：「他（韋導演）想拍一個關於《神探大

戰》的故事，問我拍不拍？想不想與他合作？
我答『想』，就是這樣！」時隔 10 多年再合
作，青雲覺得韋導演今次要炮製不一樣風格的
全新作品：「他要拍一部之前沒有試過的類型
電影，就是一部好重型的動作電影，相對他最
擅長的劇情片，今次要上山下海、爆炸飛車，
這個題材落在他手上，又會有另一種嶄新看
法！」

林峯阿 Sa 合作有默契
阿 Sa 與青雲先後合作《戀上你的床》、《鬼
馬狂想曲》等電影，這次再合作，阿 Sa 坦言感
覺大有不同：「之前跟青雲合作的都是喜劇，
與今次非常不同。以前可能自己比較年輕，跟
青雲的話題不算太多，可能他覺得我低低能
能。但今次整套戲非常緊湊，基本上每場也很
緊張，不是飛車就是跌落樓，不是跌落樓又要
跳海，全部也是像玩極限運動似的，所以感覺
變了大家一起共患難似的！跟青雲合作很舒
服。他給了我很多鼓勵，每一場戲大家都溝通
得很清楚才會拍攝，因為有很多危險性的動作
在內。」
戲中林峯飾演阿 Sa 的丈夫，阿 Sa 透露：

自爆小時候遇溺留陰影
溫碧霞拍游水戲用替身

「跟阿峯比較熟，在拍這部戲之前，才剛與他
拍完一部 4 個月的電視劇，所以基本上跟他的
戲很快便能完成，因為大家也很清楚彼此的工
作模式；他當然很有魅力，青雲則是薑愈老愈
辣，當然不是說他老，而是他有很多演出經
驗，而且他真的可以千變萬化，每一個鏡頭也
有不同變化的演繹，所以我必須要很集中去接
招！」
林峯亦非常認同，指阿 Sa 是他演藝事業的一
個好拍檔，因為大家認識多時，很了解對方，
一埋位就自然有默契，但今次對他們來說是很
大的挑戰，除了是第一次嘗試這種角色，還加
上有阿 Sa 及青雲做拍檔，感到期待又榮幸。青
雲是不少演員希望合作的對象，林峯也不例
外：「未開拍前，青雲哥已經不停『袋嘢』
（傳授秘訣）給我，因為自己首次嘗試呢種角
色，內心好興奮，但多多少少都好緊張，而且
我又未跟韋導演合作過，不知道他的拍攝手
法，或他對演員如何掌握角色的要求，但青雲
跟我說：『不用想太多，總之導演說什麼，你
照着做就可以！』到正式開工遇到韋導演，他
是一個很溫和的人，非常有親和力，所以很快
已經可以專注在角色之上！」

香港文匯報訊 連續 5 年入選世界百大美女的馬來西亞藝人黃
詩棋（Yumi），去年正式簽約到古天樂旗下公司，強攻香港市場。
Yumi 表示自己於 5 月來到香港，接下來將投放更多時間於香港市
場。她在港參與了不同的電影試鏡，接下來將參演電影，但暫時未能
公布詳情。問到戲中角色？她透露電影中有打鬥場面，令她相當期待，
她說：「這次角色很大挑戰，我會親身
上陣，不用替身。（如何準備？）我
曾學過打功夫，而且我向來喜歡做
運動，每星期會做四五天運動，對
自己的體能有信心。」
她續說：「我當初因當選『世
界百大美女』而為人所熟悉，我
希望憑着努力及實力，不斷
作出突破，打破『花瓶』
標籤。」

◆ 黃詩棋表示於內地
曾拍攝吊威吔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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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卓妍踏上
與殺戮賽跑的緝
兇之路。
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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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凱琳生日宅度假慶祝
鄭嘉穎生育拿不到主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溫碧霞（Irene）、伍詠薇等昨日出席
好友胡曦文（前名胡敏珊）的腕錶品牌展覽會。
談到工作，Irene 稱今年非常豐收，她透露年底便會開拍《美人
魚》，Irene 自爆小時候因曾遇溺險死，至今仍留下陰影，所以不諳
水性，故此，到時會以特技效果配合水底鏡頭，游水便要用替身，
她說：「男主角已有人選，暫時未可公布，電影會有好多感情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
界，過往也很少拍這類黑色幽默題材。」
祖）電影《焚身》昨晚舉行首映
胡曦文為了這次展覽，不惜動用私伙傢具，在布置上更
禮，戲中演員鄭嘉穎、陳靜（Da是親力親為，甚至捱夜親手整花花蛋糕給賓客朋友品嘗，
da） 、 朱 晨 麗 （ 朱 朱 ） 及 羅 蘭 等 出
就連嘉賓的服裝也是由她設計，而今次腕錶鑽石系列全
席。
球共投資達8位數字。
鄭嘉穎太太陳凱琳（Grace）於今日 31
問到胡曦文和男友 Joseph（羅御軒）婚期遲遲未兌
歲生日，昨晚因要在家湊仔沒陪他看首映，
現，她笑言：「已經去到最尾階段，只欠時間完
但會如往年一樣，正日在酒店度過二人世界，
成。（不怕對方溜走？）對方比我更驚，其實真
今年已經第七年。提到 Grace 的龍鳳胎弟弟
愛是不會給一張婚紙影響，除非想要 BB，但我不
Derek 分享與爸爸的最新合照引來網民熱議，
想生小朋友，現時我們也不錯。」
Derek 一臉混血兒長相跟爸爸差異大成為焦點，
向來愛抽水的林作再度挑機，提出以 100 萬港元叫
Derek 驗 DNA ，而陳凱琳胞姊 Joyce 亦於社交平台
回應：「林作先生，100 萬會唔會少咗啲？」林作亦
準備找媽咪幫他加碼。問及此事會否破壞為太太慶祝
生日的心情？嘉穎回應說：「當事人都無影響心情，
又點會影響到我心情呢？」Grace 和 Derek 心情又如
何？他說：「我所知全部都正常！」提到大家姐 Joyce
戲言林作出 100 萬元太少，林作又叫媽咪籌錢加碼？
嘉穎表示：「這都是個人觀感，本人覺得目的是什
麼，大家都清楚，無聊嘢，不回應是最好的回
◆ 左起：伍詠
應，問我 100 次也這樣講，再問再答他
薇、胡曦文及溫
又會繼續，何必要沒完沒了呢？」
碧霞各具美態。
碧霞各具美態
。
會否覺得林作無風起浪對他反

世界百大美女黃詩棋
誓要打破「花瓶」標籤

◆ 劉青雲飾演的李
俊患有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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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他表示大家自有觀感，最重要自己可以開開心心吃
到飯。
問他會送什麼生日禮物給太太？嘉穎笑說：「秘密，
我不是個浪漫的人，都無驚喜，也不用老婆給我驚喜，
怕有驚無喜，我們好實在，她需要電腦有用就送，不用
等生日。」那會否趁生日追多個？他笑說：「有關係
嗎？生日先開心一下，一年才一次又不好，不用等生日
才開心嘅，而且生 BB 下次你們問我老婆，我拿不到主
意。」又會否看他的戲慶祝，當中與陳
靜有不少精彩親熱場面？嘉穎
說：「不好挖個坑我踩，她
應會看，如果有我陪住看，
可以按住她！」

根底好打得，不過最激還是一場她倆與嘉穎三人
「同床」的戲份。
另談到朱朱正為無綫拍攝《輕功》和《美麗戰場》
兩劇，近日傳出另一部由陳自瑤、黎諾懿主演的《婚
後事》劇組爆疫的消息，朱朱說：「我有聽同事講
過，看公司如何安排處理，不過每日開工都有做測
試，有做足防禦措施，希望以健康為上。」現確診數
字回升過千宗，Dada 表示現做宣傳每日會做檢測不鬆
懈，已成為習慣常態，亦不想傳染到老人家和小朋
友。

陳靜笑指新作似教科書
陳靜表示今次首映邀
請了不少夫婦、情侶朋友
來捧場，因為今次電影似本
教科書，她是反面教材，朱
晨麗則是正面教材，給觀眾
思考和警惕一下現代男女關
係。戲中朱朱與 Dada 有場打
鬥 戲 ， 朱 朱 笑 言 被 Dada 叉
頸，Dada 又笑謂朱朱有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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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蘭
羅蘭（
（ 左三
左三）
） 昨晚
也有現身首映禮。
也有現身首映禮。

艾妮首與林峯合作獲指導
趙慧珊拍劇開真槍感震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思穎）英皇小花許靖韻
（Angela） 與 艾 妮 （Elly）
首次接拍的劇集《黑金風
暴》，現正在香港開電視的
黃金時段熱播 ，劇中二人分
別飾演李璨琛太太及林峯前度
女友，初嘗拍劇滋味，直言感
覺亢奮，更異口同聲表示「收
穫」豐富。
許靖韻過往曾參與拍攝電影，但講
到拍電視劇還是第一次，當中她飾演李
璨琛的太太，提到二人一場「床戲」，她笑
言是最遠距離的床戲：「冇預計過有『床
戲』，去到片場先知，不過呢場『床戲』完

全冇身體接觸，純粹兩夫妻瞓在床上，非常
之有隔膜。」
至於艾妮飾演林峯前度女友，跟對方有一
場分手戲，她表示：「第一次同林峯合作，
未見他真人之前好緊張，因為在未見過情況
下要同他演分手戲，好擔心自己會做得不夠
好，但去到片場見到真人之後，他好友善又
會主動教我，好多謝這位前輩教導。」
除了兩位英皇小花外，同樣首嘗拍劇滋味
的趙慧珊（Aka）還首次開真槍，她謂：「第
一次開真槍其實非常緊張，槍好響、好震
撼，感謝導演（林迪安）拍攝前畀時間我去
練習，亦提醒我開槍不好瞌埋眼，因為槍的
回彈力好強，我也好不容易先可以開槍時擘
大眼。」

◆ 林與艾妮
有對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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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a 好不容易才可以
開槍時擘大眼。
開槍時擘大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