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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人自爆入行辛酸 勉勵學生堅持理想

唐詩詠 被彈矮難擔正
唐詩詠
馬德鐘
馬德
鐘遭 中 途 易 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無綫劇集《我家無難事》播放至結局篇，11 日總動員包括馬德鐘、唐詩詠、王
君馨、關禮傑、簡淑兒、楊卓娜、羅天宇與弟弟胡㻗等出席宣傳活動。唐詩詠與馬德鐘皆談到入行的辛酸史，
馬德鐘自爆入行不久難得拍電影做要角，但開工兩日竟被換走。而唐詩詠則在講座上鼓勵愛演戲的學生一定要
堅持，遇挫折也不氣餒。
詩詠日前到香港中文大學做
唐講座跟學生分享演戲心得，

她表示現場有不少學生向她發問，
當中有不少問題也談及演戲方面，
而她印象最深刻是有位女學生表示
自己很喜歡演戲，但參與過不少試
鏡均失敗，並問是否應繼續下去。
詩詠誘導她指即使前路有多辛苦，
●唐詩詠
一路行亦會被人拒絕說自己不成，
與馬德鐘入行
但仍要去堅持：「看到一班學生個
並非一帆風
個都好熱血，我都有叫她去上堂學
順。
演戲，不好就此放棄！」問到已當
上最佳女主角的詩詠當年又有否被
人說她不成而感氣餒呢？她說：
「以前試過有人話我太瘦又不夠
高，都做不到主角啦，其實真的看自己
是否喜歡這一行，都是咬緊牙關，喊住行
落去，我又比較任性，愈是說我不成，我
就愈要努力！」
同樣貴為最佳男主角的馬德鐘在當新人
時，也遭到過被「拒絕」，亦是努力堅持不
放棄，才到今日的成功 。他說：「我還是入
行不久幾新的時候，難得有機會拍電影，但
開工拍了兩日之後，我就被換走！」有否為
此哭過？馬德鐘說：「當然有不開心啦，那次
差不多是做男主角，但我沒去追問為何被換
走，而取替我的人是好『堅』的，不過之後盡
量做好一點，不好怪別人太多！」至於是被哪
● 《我
家無難事
位導演換走及是
》播放至
篇，11 日
結局
總動員做
宣傳。
● 愛妻與女兒是
呂方最想念的人。
呂方最想念的人
。

哪一齣電影，他只表示是一齣鬼片：「我從來不
講，以後也不會講，有過這樣的人生經歷，也才
會懂路向怎去行，希望都勉勵到同學們不好放
棄，能把握一次的機會，自然會步向成功！」現
在可以向當年換走他的導演說自己已經很成功？
馬德鐘謙稱：「又不好這樣講，我自己是仍需要
繼續努力的！」

麥大力講中文似爆粗
另外，簡淑兒在劇集中佔戲不多，她透露主要
是監製王心慰是在她初出道未有人
用她時給她機會拍劇，故對方
叫到幫手也樂意客串演出。
簡淑兒暫時未有新工
作，故有更多時間跟男友
麥大力拍拖，她透露男友
下月開拍新劇，卻因中文
不好，特別為他對劇本及
● 麥大力小時候
翻譯：「見他要用拼音根
原來是肥仔。
原來是肥仔
。
本不明白意思，只好死記對
白，我便陪他對劇本和解釋他
知道，不過他很聰明也學得很
快，是有心想做得更好。」
不過她笑指男友很多時的
中文發言講到似粗口，有
時又聽不明白他在說什
麼，結果最後也要遷就他
以英語交談。
麥大力最近正努力健身，
● 麥大力操肌
已有成果。
已有成果
。

譚詠麟帶隊嚐滬美食

呂方內地開工念愛女
阿倫適逢在張家界拍攝節目，便特地飛到上
海探班為呂方打氣，兩個貪吃的人碰頭，難免
使身形擦出「火花」，呂方笑言：「好開心校
長來探我，平時佢介紹很多好吃的餐廳給我，
今次就親身帶我去歎美食，真的口福不淺，盡
情吃過後都係時候開始減肥，之前上完節目有
網民話我肥嘟嘟變咗「肥仔方」，甚至乎叫我
「呂圓」，係時候要忍口減肥了。」
談到未來動向，呂方透露已經開始籌備新專
輯，計劃推出廣東
和國語歌，希望盡
快可以在內地及香
港兩地舉行演唱
會，另方面同阿倫
都有好多想法，大
家合作機會很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呂方加盟同屬
「校長」譚詠麟（阿倫）的經理人公司，兩位
樂壇唱將惺惺相惜，不排除日後有合作機會，
近日兩人北上工作，呂方正身在上海投入為東
方衛視音樂真人騷《我們的歌3》演出，阿倫特
地帶同契仔關楚耀、羅鈞滿及趙浚承由張家界
飛往上海探班，替呂方給力打氣。
久違了的呂方在疫情纏擾下已停工近兩年，
月前再重新「起飛」初次感受隔離滋味，赴上
海參與音樂真人騷《我們的歌3》，最開心是見
到不少共同成長的歌迷，同新一輩歌手合作，
互相學習。
呂方與太太伍惠寶去年8月誕下囡囡Emma，
這趟他要與家人分開數個月，當爸後也是跟
「小情人」寶貝女分開最長時間一次，非常不
捨，他表示：「以前返內地工作來回都係幾
日，今次留得最耐，梗係掛住屋企人，尤其是
有了BB女，家每日同個女視訊聯繫，囡囡開
始識少少叫我，望住佢笑，聽到喊我爸爸，那
分溫暖感覺無法言喻，我整個人都融化了，無
可取替。」

● 呂方忙於音樂
真人騷《我們的歌
3》的演出。

練醫學名詞發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無綫台慶劇
《星空下的仁醫》將於下周一（18 日）首
播，該劇籌備長達一年，製作嚴謹，有份參
與藝人亦不敢怠慢，一眾演員為求更有真實
感，亦下了不少功夫，飾演專科醫生的羅子
溢，即使完成拍攝後仍自動波「開夜車」練
習醫學專有名詞發音，以求出來效果盡善盡
美。
子溢謂：「我咁啱有個朋友做醫生，所以
叫佢幫手聽吓我啲專有名詞讀音是否正確，
順便了解一下動手術和醫療上程序，跟住再
經過監製安排的醫生指導，就可以盡快投入
拍攝進度。」已是第三次飾演醫生的子溢，
笑指雖然有個「底」，但由於這次是做兒科
醫生，仍有新挑戰要面對。
他又透露正式投入《星》拍攝前，曾多次
開會及獲安排上堂「增值」，並謂每天拍攝

● 阿倫帶隊到上海找呂方
阿倫帶隊到上海找呂方。
。

也會
抽出不
● 羅子溢三度演醫
少時間
生仍覺具挑戰性。
生仍覺具挑戰性
。
做事前練
習：「為咗逼真
同埋做得更加好，我哋每日開工可能頭3
至4個鐘都係喺度練習。」
劇中除了所有急救及手術場面均有不同
的專科醫生及護士全程協助拍攝外，務求
盡量拍攝出像真度高的手術場口；就連拍攝
場景都花了足足兩個月時間，將三萬呎的寫
字樓改建成兒科加護病房以及辦公室，另外
手術室的落地玻璃設計，亦為劇集增添看
頭。據知為增加真實感，劇中醫生及所有救
護人士角色，均會跟足專業醫生口脗，進行
急救或做手術時以大量英文醫學專有名詞溝
通，並在手術場口中加插大量特寫畫面。

● 簡淑兒與男友
多以英文溝通。
多以英文溝通
。

煲韓劇緊貼潮流

李司棋整心形椪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韓劇《魷魚遊戲》近日全球
熱播，不單令到劇中幾位主角李
政宰、朴海秀及鄭浩妍人氣急
升，就連他們在劇中穿的遊戲服
及遊戲亦成為潮流，獲不少魷魚
迷追捧，一向緊貼潮流的李司棋
（司棋姐），原來亦有追看，更
對劇中的椪糖遊戲大感興趣，更
親手學整椪糖及挑戰椪糖遊戲。
司棋姐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載親
手整椪糖的片段，司棋姐先將沙
糖融化，之後再將融化了的糖鋪
在烘焙紙上，再在糖餅上印上心
形圖案，成功印出圖案後，司棋
姐開心得有如小孩般高舉雙手，
之後她便效法劇中演員細心用針
挖出心形圖案，可惜最終失敗，
她便望向鏡頭說：「failed！」
並伸一伸脷露出可愛表情。不少
網民都讚她「走在潮流尖端」、
「好潮」。

結婚周年照開工

羅子溢「開夜車」

並已見成績，簡淑兒指男友小時候是名肥仔很不
開心，現35歲希望挑戰自己，便花了個半月操
出六件腹肌，還想再挑戰八件腹肌示人，而他倆
有一起戒口，她亦指男友很欣賞王敏德，操弗身
形也是希望爭取機會一嘗拍動作片的心願，不想
只給人斯文機師的印象。

吳若希證明青春

● 司棋姐伸脷
露出可愛表情。
露出可愛表情
。

梁詠琪即興煮西班牙蛋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吳若希與老公 Alex 婚後誕
下一子一女，湊成好字，10 日是二人結婚 4 周年的日子，當
日吳若希要開工拍攝新劇，老公Alex便做「柴可夫司機」接
太太收工，吳若希事後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兩夫妻甜蜜合照，
並留言：「有咩驅使你結婚周年都要開工啊？係 #青春本我
呀！我咁青春！一定要開住工證明自己結完婚都係好青
春」，之後，兩人未有過二人世界，反而去了跟張寶兒慶祝
生日，順道慶祝婚周，她說：「趕得切去食返個 Omakase
（廚師發辦）慶祝張寶兒 30 歲生日，順便慶祝埋結婚周
年。」食完飯兩公婆便走到海旁欣賞夜景及影相，吳若希表
示這天過得很充實。而Alex亦有在社交平台留言放閃：「老
婆，第4年了！愛你仍然如第1年那樣愛你。」

● 吳若希
結婚 4 周年
開工，老公
Alex 前來示
愛放閃。

● 司棋姐在糖餅上
印上心形圖案。
印上心形圖案
。

● 梁詠琪煮西班牙菜易
如反掌。
如反掌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梁詠琪（Gigi） 去 年 考 獲 「 法 國
ICDE 糕 餅 烹 飪 藝 術 文
憑課程」證書，廚藝當
然有一定水平，近日忙
於拍新戲的 Gigi，日前
開工見到現場有一個超
大的廚房，便即興親手
煮西班牙蛋餅慰勞大
家。
Gigi 的老公是西班牙
人，煮西班牙菜當然難
不到她，她在社交網分
享烹調西班牙蛋餅過
程，她先炒好洋葱，再
將薯仔切片及煮好，之
後再將雞蛋、芝士等材
料拌勻一起煮，三兩下
手勢 Gigi 便煮好西班牙
蛋餅，煮好之後她不忘
直豎拇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