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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爆 16 歲在片場被導演罵到哭
◆成龍首
度直播即掀起
網上熱潮。

成龍首次直播點讚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成龍前晚進行第一次網
上直播騷，並請來謝霆鋒、容祖兒、黃子韜
等明星連線助陣。據數據顯示，直播將近 3
小 時 ， 一 度 吸 引 逾 500 萬 人 在 線 觀
看，直播間實時點讚數超 3 億，可謂
十分驚人。成龍在直播中亦真情流
露，自爆 16 歲時曾被導演當場罵到哭
了出來。而在直播中，內地演員黃子
韜亦一時感觸淚灑當場。

超

成龍前晚獻出首次直播騷，一開頭他就展示武
打功夫，跟人對打，並輕鬆將對手KO，顯得

活力十足，寶刀未老。他還在直播中獻唱，與容祖
兒、內地歌手溜溜蛋合唱《真心英雄》，其中歌詞
提到「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指出每一個人想
要成功都必須付出心血和汗水。另外，成龍還唱出
連續劇《江湖再見》的主題曲《壯志在我胸》，勾
起不少網民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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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龍表示霆鋒做事愛親力親為
成龍表示霆鋒做事愛親力親為。
。

成龍是首位獲得奧斯卡終身成就獎的華人，當年
帶着香港動作片勇闖荷里活。早在 1980 年主演
《殺手壕》（The Big Brawl）首度進軍荷里活，其
後主演的《火拼時速》系列亦大受歡迎。他在直播
中透露過往辛酸，當年他 16 歲還是做龍虎武師的
時候，有一次因為在女主角後面甩了一下頭髮，導
演直把「祖宗」都罵出來，罵完就在眾人面前把他
轟出去，令他忍不住就當場就哭了。

霆鋒被讚敬業拚命

◆ 黃子韜亮相成龍直播現場
黃子韜亮相成龍直播現場。
。

此外，成龍又與謝霆鋒連線分享拍片經驗。兩
人曾經在電影《新警察故事》中合作，成龍可說
是一直看着霆鋒長大，而成龍亦指出霆鋒是一個
非常拚命的人，什麼都要自己來，拒絕用替身。
而霆鋒拍《新警察故事》時雙腿曾嚴重受傷，傷
到都能看見骨頭，成龍讚霆鋒實在太敬業了。而
68 歲的成龍本身在過去拍戲亦遇上不少意外，可
謂滿身傷患，他還表示今年會抽空做個手術，治
療傷疾。
至於曾經在 2016 年與成龍合作過電影《鐵道飛

◆ 黃子韜一時感觸落淚
黃子韜一時感觸落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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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楓宣布9月紅館開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胡楓（修哥）、陳思行（前
名陳加玲）、黃百鳴、劉錫賢及
魏秋樺等，昨日到黃埔出席慈善
齋宴活動，修哥更打頭陣獻唱。
修哥表示近日都忙於與好友聚
會，昨晚更要趕兩場，出席完齋
宴活動後又要出席顧紀筠的飯
局，他笑說：「日日都好忙，好
多約會，即表示多朋友。」修哥
又宣布將於 9 月紅館開騷：「9
月9或10號會喺紅館再開騷，開
一場至兩場，希望同歌迷齊齊過
胡楓準備與粉絲共度中秋佳節，
，左為魏秋樺
左為魏秋樺。
。
中秋，（你想再次打破自己在紅 ◆ 胡楓準備與粉絲共度中秋佳節
館演出的紀錄？）希望破落
去。」問到是否已開始為個唱準備？修哥表示
每日都會在家中練歌、做運動及行路。談到早
前洪永城表示羨慕修哥活動健康，又透露錄節
目時向他請教長壽心得，修哥說：「長壽係
好，但要活動健康，如果唔係就好痛苦。」
陳思行（前名陳加玲）亦有出席齋宴活動，
她透露疫情前原本計劃於泰國蘇梅島開設別墅
酒店，但至今已拖了兩年多，相信還要等埋今
年才可能施工。問到投資了多少錢？她說：
「係同財團合作，總投資要幾億元，我個人佔
◆ 黃百鳴與陳思行昨晚出席慈善素食齋宴
黃百鳴與陳思行昨晚出席慈善素食齋宴。
。
一部分。」她表示因之前去過一個英國朋友的
別墅住了一個星期，覺得好鍾意，所以有這個構思。不過她謂雖然喜歡泰國這地方，但不會移民。
疫情期間都留港的她，表示有新諗頭，因本身茹素35年，覺得對身體好之餘又能抗衰老，正計劃開
設健康娛樂頻道推廣茹素，除了會有本身的節目外，還希望做慈善，現時已準備得七七八八，希望能
在新年跟大家見面。問到會否自己做主持？她笑說：「我息
影咗好多年，搵我家姐（陳秀雯）啦，不過要睇吓佢
肯唔肯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黎耀祥（祥仔）日前為《日日媽媽
聲》第二輯擔任嘉賓，除了跟大家分享家庭生活趣事外，祥仔更即場體
驗模擬陣痛，感受女士生育的十級痛，祥仔更痛至面容扭曲。
首次體驗模擬陣痛的祥仔，事後表示這次是個頗特別的體驗，他說：「嗰
種痛係『乸』住啲筋肉同啲筋嘅感覺，嗰種痛好深，同俾人打唔同，嗰種係
好表面，都幾特別嘅體驗，唔好以為睇戲流咁多汗，原來痛起上嚟真係會飆
汗。」
經過這次體
驗，祥仔除了多謝
太太生仔之餘，更
明白天下母親真的
很偉大，因生一個
小朋友，令他們健
康成長真的不易。
◆ 黎耀祥日前為
《日日媽媽聲》擔
任嘉賓。

虎》的黃子韜更親自現身直播現場。成龍表示不是
只把他當成小朋友，還像自己兒子一樣疼愛他，讓
經歷喪父之痛的黃子韜當場流下男兒淚，背對着鏡
頭飲泣。成龍回憶在拍攝期間，子韜有時候會來到
他的房間訴說心事，而成龍也會去鼓勵他。

搞派對替胡定欣推「筍盤
搞派對替胡定欣推
筍盤」
」
林盛斌堅拒開媒人公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林盛斌（Bob）昨日到尖沙咀出席
「關心您的心」活動，即場跟病友
分享接受「通波仔」手術的經歷及
康復過程，同場還有朱慧敏老公、
心臟科專科醫生陳良貴。
活動後 Bob 與陳良貴醫生一起接
受傳媒訪問，身為陳良貴與朱慧敏
媒人的 Bob 表示都有關心他們的生
育大計。「因為疫情好多病人手術 ◆ 胡定欣一直與林盛斌
◆ 朱慧敏老公陳良貴
朱慧敏老公陳良貴（
（左）與林
延遲，家排期做返。」陳良貴被 有聯絡
有聯絡。
。
網上圖片
盛斌昨日一起出席活動。
盛斌昨日一起出席活動
。
問到與太太是否正努力造人？他笑
頭有面嘅，有做 IT 界、金融才俊，如果單對單好似相
稱正在努力中：「但自己與太太都很忙，（問到若太太
睇咁會好尷尬，所以打算搞個入伙派對。」成為圈中媒
拍劇，會否支持？）如果有啱嘅劇本，佢鍾意做嘅事我
人王的他，被問到有否打算開媒人公司？Bob 說：「有
會全力支持，（拍劇會很忙沒時間造人？）時間問題
朋友話打本畀我開媒人公司，但我推咗，覺得做媒人幫
啫。」
到朋友幸福開心，都係自己嘅福氣，賺錢都係喺其他方
阿 Bob 之前曾表示要幫胡定欣物色「筍盤」，他表示
面去賺。」
一直與定欣有聯絡：「我搜羅緊，有幾個人選，都係有

敖嘉年讚新一代小演員肯記對白

◆ 敖嘉年表示有機會都
想與亞視合作。
想與亞視合作
。

黎耀祥體驗模擬陣痛
感謝太太生育偉大

◆ 成龍與容祖兒及內地歌手溜溜蛋合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敖嘉
年、唐安麒等人昨日出席「回歸 25
載．香港傳承愛—回歸 25 載新聞
展」活動，敖嘉年記得 1997 回歸當
年剛報考完電台 DJ，最印象深刻是
警隊更換警徽的畫面。
剛完成新劇《野人老師》的敖嘉
年，表示拍攝過程開心，可以跟前
輩鄭丹瑞和新晉演員合作，而且劇
中有不少小演員參與，他大讚現在

的小演員很出色：「以前和小演員
拍劇，最怕他們忘記對白，但現在
他們很叻，每日都要背劇本，原來
是他們的媽咪要求的，可能是媽咪
很想（他們）來拍劇。」回復自由
身的嘉年，透露稍後會返 TVB 拍
劇，亦會為「娘家」港台開咪做民
生節目。笑指嘉年只有亞視未合作
過，他笑道：「知道他們都有製
作，如果有機會合作都可以的。」

獲樂易玲邀約過檔無綫
譚凱琪感恩家庭事業兼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譚凱琪
（Zoie）在無綫劇集《十八年後的終極告白
2.0》中飾演反派人氣急升。Zoie 日前接受
電台節目訪問，憶述當年 18 歲由平面模特
兒變成小室徒弟的經歷：「當時不知道是
小室簽人，只知是廣告試鏡，但很大陣仗
很多人，又要 set 頭化妝又要唱歌。最後知
道是小室當然開心，沒有經過任何歌藝訓
練，一簽約就去夏威夷錄音，又有月薪又
可以去日本出碟，有機會和安室內美惠到
八國高峰會議演出。」Zoie 稱當時沒有想
過前途，只知道好玩，所以當小室公司決
定撤出香港時，她也呆了覺得前路茫茫。

直至 2013 年樂易玲找她過檔無綫，她才找
到自己的人生方向：「之前自己都鍾意演
戲，但在舊公司沒有機會，所以有機會入
TVB，就算要減薪都想試，能夠演到一個
好角色，令人記得你已經足夠。」
兩年前與老公莊日宇結婚的 Zoie，現在
已為人母育有一女，她表示當年經朋友介
紹下認識老公：「老公是不會花言巧語的
男人，很多人拿了我電話會即刻約你，但
他很特別，差不多隔了兩個月才找我，我
當然對他有好感。」Zoie 與老公拍拖 8 年才
結婚，Zoie 感激丈夫繼續讓她演戲，也意
想不到「一擊即中」有小朋友：「其實我

◆ 譚凱琪自言是個傳統
譚凱琪自言是個傳統、
、
想有家庭的女人。
想有家庭的女人
。
們宣布結婚時，並不知道自己有孕，很多
朋友想生B都不是話有就有，想不到一年間
便做了媽咪，我很享受現在的生活，工作
以外，有家庭亦有小朋友，我好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