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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屋三個女人：五十六歲的魯小麗（李司棋飾）、四十

五歲的魯小美（伍詠薇飾）和二十六歲的吳采妮（陳法拉

飾），於吳家湊成幾個墟，每天鬧出連篇笑話。

戲外司棋姐李司棋、伍姑娘伍詠薇、陳法拉，剛巧

三人又是選美出身：由司棋姐六十年代的「香港公

主」、伍姑娘八十年代的友台選美，而法拉則是○○

年代的「國際華裔小姐」，就如伍姑娘所言：「我們

三個都是選美出身，一個字—『索』！」

三位索女，為大家輕裝上陣，一改其演戲

路線：司棋姐不再是苦情的大契、荷媽，伍

姑娘「港女」、「中女」上身，而法拉則

改頭換面，收起媚態做回自己，她們將

展示出不同年齡層女性的心路歷

程，經驗當中的煩惱，笑中有

淚，表現最真摯的女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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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勁對手
首次與司棋姐合作演戲，伍姑娘大為驚喜：「之前兩套《溏心

風暴》加埋《珠光寶氣》，前者大契、荷媽要𦭓起成頭家，處理很多

大事，性格沉默寡言，要受二奶氣，後者則是一個貪心女人白筱

柔，搧動三個女去嫁有錢人，非常勢利又犀利。但今次於《有》

劇中，她卻是一個『花師奶』。司棋姐能將每一種媽媽都做得

到，簡直是經典媽媽，我們稱之為『Guru』，即是大師級的演

技。今次與司棋姐第一次合作，我覺得她有梅麗史翠普的風

範，設計了好多新的body language，她演技從來唔會out，

每一個動作和手勢都經過處理，我覺得司棋姐好有型，有

Hollywood水準，和她合作可以邊演邊學習，所以令我享

受到死死𣈳。」

除此以外，今次與老拍檔麥包麥長青飾演情侶，令到

劇集笑料百出：「今次與麥包有很多對手戲，拍劇時他畀

了好多意見我，教會了我很多。其實我同麥包一直合作無

間，但情侶合作演出，就只是於《建築有情天》中客串過前

度男朋友，今次是第一次情侶檔，估唔到原來我們可以擦出

火花！所以麥包也對我說：『老伍，我覺得我㳜呢套劇會掂

蕂！』因為真係好好笑，我們夾到不得了，所以《有》劇原本

只是二十集，但現在太好睇，剪到三十集，因為王心慰監製

話：『我唔捨得扔你㳜刋戲，因為真係太爆笑。』所以我對此

劇相當有信心。」

真情剖白
《有營煮婦》原定二十集，最後因為劇情太精采，加碼到

三十集，劇中的演員相處融洽，戲况戲外都成為了一家人，

當然要請三位女主角分享一下與對手合作的點滴。

伍姑娘與法拉於《有》劇
中相識，更是一見如故：
「唔使講啦！因為我們同
是二月二十四日出生，當
然法拉年紀細過我好多
啦！大家都是雙魚座，同
樣是爽快同聰明的女仔，
她學習能力高，我和她很
夾得來。」

伍姑娘早於《高朋
滿座》中與King Sir
合作，默契渾然天
成：「他是一個專
業導師，會spot住
你做戲，令拍攝過
程非常舒服。」

伍詠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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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合作
司棋姐於劇中，有兩個新對手，分別是

飾演她丈夫吳敏德的King Sir鍾景輝和妹妹魯

小美伍姑娘，三人合作得相當愉快。

司棋姐與King Sir相識多年，大家均為

TVB的資深演員，卻從來未合作過，她也相當驚

訝：「係囉！一直都冇機會合作，今次都是第

一次，感覺好新鮮。與King Sir相識多年，他是

一個好好的導師外，更是一個與眾不同、好叻

好叻的演員，所以能和他合作相當開心。而且

King Sir的喜劇演得相當好，平時他給人的感

覺比較嚴肅，但原來是一個講得笑之人，所

以演喜劇相當出色。」

此外，司棋姐更高度讚揚伍姑娘：「我

好鍾意她呀！我成日都同人講，只要伍姑娘

行到邊度，就好似太陽出來了，帶出很愉快

的氣氛，望住她會覺得她好可愛，就算好辛

苦都唔會怨，發　憎，是一個脾氣相當好的

女仔。」

而第三次母女檔合作的法拉，司棋姐

見證着她的進步成長，更認為今次的演出，

最忠於原本是法拉：「法拉一直畀我的感覺

都是好獨立好聰明，而且好堅強，她不會理

會閒言閒語，只會專心做好自己。所以我覺得

今次她飾演的吳采妮（Charlie）都幾似她本

人，性格好率直，唔作狀，唔會扭扭擰擰。」

李
司
棋

與King Sir相識多
年，然而卻從來未
能於劇集中碰面，
今次多得監製王心
慰的撮合，令觀眾
可以欣賞這兩位好
戲之人對戲，滿足
大家的戲癮。

今次在《有》劇中，與法拉再次演母女外，
更開心的是可以與明星史納莎小狗Jack合
作，因為司棋姐本身都是愛狗之人，家中同
樣養了兩隻同品種的小狗呢！

能與King Sir合作，法拉當
然趁機好好學習：「演喜
劇King Sir真是手到拿來，
加上豐富的舞台劇經驗，
演技非常實淨，從他身上
看到每一個動作、眼神都
是有意思的，加上咬字字
正腔圓，所以從King Sir身
上學到好多，好多謝他的
教導。」

遇上百厭仔洪天明，不過法拉卻體驗了
另一個他：「我好奇怪呀！點解天明
唔同我玩？相信是他非常認真去演
這套劇，而且他演戲自然，有幾場
戲要爬樹、我跌親要他接住，這
些動作戲他都表演得非常自然，
相信是洪金寶的遺傳，身手敏
捷而自然，同時並不誇張。」

多方學習
與司棋姐三度合作，法拉驚嘆司棋姐的好戲，

可以收放自如，演出不同種類的媽媽，作為女兒的

法拉，可以從中偷師學習：「我好surprise司棋姐

可以咁放去演喜劇！之前我認識的她都是大契和荷

媽這類媽咪，完全估唔到她可以放低身段，演繹

『吳魯太』這個如此可愛的角色，演得自然活潑，喜

劇感覺強烈，但同時唔會過份誇張，好笑又好可

愛，令我更愛看司棋姐所演的戲，和她一

同演出，每每會被她出色的演技感

動。」

與伍姑娘雖然是首次合作，同樣

給與法拉不一樣的感覺：「今次伍姑

娘的角色魯小美是代表現時所謂的

『中女』，但偏偏唔認自己年紀大，

還堅持要搵鑽石王老五，戲中常

教Charlie要打扮，出街靚到令所

有男人會為自己開門，而Charlie

卻唱反調。雖然如此，我們戲內

戲外都像是兩姊妹，大家一齊的

感覺好好，加上我們是同月同日

生，生日時都要開工，我們就夾

時間來放生日假。」

法
拉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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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笑舒服
自司棋姐○七年回歸，演出一系列深入民心的好

戲，飾演位位份量級的媽媽，近期午間又重播她的典經

劇《真情》，相信大家對「善姨」也不會陌生。今次

《有》劇中，司棋姐來個大變身，演出搞笑媽媽「吳魯

太」魯小麗，她非常喜愛：「我都鍾意呢個搞笑媽媽

蕂！這位媽媽比較溫馴，因為老公德Sir年齡比自己大

十年，所以一向都好崇拜他，好順從老公的意見。加上

以喜劇包裝，我可以用輕鬆的方法去演。唔需要喊，又

唔使大聲鬧交，所以演得舒服又開心，情緒唔需要太大

的波動，哈！哈！哈！咁講好似好衰

呢！一直以來我都認為喜劇會難han-

dle，因為搞笑過多會誇張，唔夠又唔

好笑，都要幾小心去處理。（伍姑娘

讚你有梅麗史翠普的風範。）我都是

跟住劇本去做，自己去諗，冇諗過參

考甚麼，嘻！嘻！，其實跟劇本做就

已經OK蕂啦！」

下廚皇牌
去年司棋姐參與舞台劇《留住百

味情》飾演李曾超群，今次《有》劇

中又是下廚了得，甚至是烹飪節目

的主持吳魯太，她也不禁說：

「又真係咁橋呀！」與美食甚有

緣份，司棋姐也認為作為一個好

媽媽，有高超的烹飪技巧，是事

半功倍：「煮嘢叻，就像有一張皇牌在手，有一

個條件去討人歡喜，就於劇中的吳魯太，有好的

食物，令到屋企人更加有歸屬感，所以懂得下

廚，是相當重要！」

劇中更可以看到她機靈處理家中的大小麻煩

問題：「吳魯太完全不覺得這些是難題，因為她

真的好愛家人，別人眼中，會覺得她好辛苦，覺

得這位媽媽唔簡單，但對於她來說，她生命一

切的意義都是solve problems，習慣了，亦都好

心甘命抵。唯一一樣會覺得辛苦，就是擔憂家

人會有不好的遭遇，女兒Charlie唔開心、妹

妹May May搵唔到好歸宿，吳魯太會認為自

己需要負責任，負擔這個壓力就最辛苦。」

司棋姐戲况戲外，都是
美女廚神：「我本身都
鍾意下廚，我ok蕂！不
過就因為隻腳唔係咁好
（治療癌病後出現骨
枯），不可以企太長時
間，我需要有人做我的
助手，幫手切下材料，
可以慳番些工夫。」

還記我《家好月圓》中
荷媽戴假髮扮林子祥唱
歌，可見司棋姐其實也
是一名搞笑能手，今次
於《有》劇中，可以享
受司棋姐以吳魯太帶給
我們大量歡樂。

李
司
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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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女港女
魯小美May May是性情中人，與平時大笑鬼馬的伍

姑娘有幾分相似，然而伍姑娘說絕對要澄清，純粹演技

成就角色：「講真真係唔似我！魯小美是一個雖然四十

五歲卻生得似三十五歲的女人，自覺有美貌有條件。我

去演時有難度，因為我未到四十五歲，怕畀人感覺老，

但當然我處理得好活潑，是一個爽快的『港女』，即是網

上評論的那種『港女』：『就算未結婚只是拍拖，最緊

要你的錢就是我的錢，你想我錫你？慳刋啦！』『要找敦

厚的男人？唔好講笑啦！』劇中與大學同學聚舊的場面，好爆笑，個

個中年發福又禿頭，好鬼死老。但他們卻好有錢，所以魯小美會與他

們約會，然而看到他們就算醜樣，只要有錢，就可以搭上二十幾歲，

腳長又靚的女仔，身為中女的魯小美又會好妒忌。」

重點笑位
中港女四出獵男，大方向一直要搵個有錢又靚仔的好

男人，卻遇上貌似四十五歲，其實只是三十五歲的游佳

（麥長青飾），她難以相信這事實：「冇可能！冇可能！

冇可能！他是大肥豬，加上在漁農署工作，即是悶

旦！結果二人成為了一對歡喜冤家，游佳就如《101

次求婚》的男主角，只要拍拖一次就追死你，永

不放棄。此時卻出現了魯小美的夢中白馬王子

馬祖迪（王合喜飾），發生了很多混亂的事，

令她發覺，原來游佳是一個不錯的男人。最

後魯小美降低要求，展開了一場姊弟戀，令

更多笑料爆發出來，所以司棋姐同成班同事

都話，最爆笑就是我和麥包的這段情。」

現實中的伍姑娘，也重視物質，她稱

自己為上一代的「港女」：「自己出錢

買一個Hermes袋冇問題，夠用就得！

我是上一代的『港女』，有義氣、骨

氣和實力，並非

踩而家的『港

女』，只是八、

九十年代的港女

個性獨立，如我

的姊妹袁詠儀，婚

後都會工作，負擔家

庭，不會要男人養，

使男人錢那種。」

伍
詠
薇

劇中魯小美情傾靚仔馬祖迪，現實中伍姑娘的擇偶條件卻
是：「樣子乾乾淨淨，合眼緣，性格隨和，我們夾得埋就
得，我唔會是那種：『你簕錢係我簕錢！』，絕對唔會。」

與麥包初嘗情侶演出，
產生出意想不到的化學
作用，相信大家也會記
得宣傳片中魯小美穿上
比堅尼，遇上凸肚腩游
佳：「我拍電視劇，第
一次着泳衣，就是犧牲
了畀《有》劇，我自己
都估唔到會於戲中着三
點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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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演喜劇
入行四年，法拉一直有

多方面的演出機會，今年更

勇闖電影圈當「Laughing

嫂」，然而喜劇卻是第一次接

觸，所以拍《有》劇時都膽

戰心驚：「初初唔知道喜劇

的感覺應該怎去演，完成第一天拍攝，監製就要我睇

帶，看看自己的問題。因為不熟練，說對白時唔

識得點去停頓，達唔到喜劇節奏。結果有幾

場戲需要重拍，及後得到司棋姐和天明的

指導，我開始捉到那感覺，愈演愈舒服、

愈做愈放。」

○五年初到港時，法拉一句廣東話也

說不出，到現在尚算流利，但劇本對白，

對她來說，仍是最大的挑戰：「一路以

來，我都希望自己可以進步得更快，來港

發展已經四年多，希望可以演每個角色

時都可以建立當中的神緒，唔想畀人感

覺我仍是外國回來，我希望可以成功演

出一個於香港地道長大的女孩。盡力

啦！當然仍有瑕疵，仍有很大的進步空

間，希望每一次新劇出街時，我的廣東

話可以更好。」

拋開媚態
從演以來，法拉所演的角色都是女性化，嫵媚的情婦、

美女或是刁蠻任性的女孩。今次於《有》劇中，形象大改，

以一頭爽朗的短髮示人，法拉相當喜愛Charlie：「一直都期

待接到這種角色，我認為Charlie與我本人更相近。雖然一直

以來都演女性化、好有媚態的女人，其實我唔識，只是盡力

去演繹，不會理會影響形象云云，豁出去演。而今次Charlie

的性格，與骨子况的我很相似，有些倔強而硬淨，少少男仔

頭，演繹起上來是比較容易。那個短髮造型我非常鍾意，初

初都有少少抗拒，從未試過短頭髮，怕自己接受唔到，好多

謝監製王心慰幫我𡑔主意，加上大眼鏡的造型，這個假髮都

試剪了很多次才決定，將我改頭換面。」

唔演靚女、擺脫花瓶的印象，法拉於《有》
劇中成功蛻變，Charlie性格爽朗，笑容滿
面，原來這才是真正的陳法拉呢！

Charlie性格爽直，是
一個非常可愛的女
孩，當然引來狂蜂，
周旋於男友李成基（李
思捷飾）及同事劉達
人（洪天明飾）之間，
道出年輕男女的愛情
世界。

陳
法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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