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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父親積極討教育兒之道

49 歲的阿公和老婆 Anita 結婚兩年，終告造人成功，阿公趕
現年及在半百之齡榮升爹哋級，昨日他向傳媒分享即將為人父的心

蘇 康

最驚囝囝背祖忘宗
■蘇永康與太太結
婚 2 年。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李慶全）娛樂圈頻頻報喜，繼

日前周柏豪宣佈結婚，昨日蘇永康（阿公）承認太太馮翠珊

（ Anita
）有喜五個多月，更是一索得男，令蘇家有後。首度做
父親的阿公甚為緊張，向身邊好友討教育兒之道，不想生個像

■安仔昨日出席活動時表示一
早恭喜過阿公。

「青年新政」成員游蕙禎、梁頌恆的「公仔」，斷不能背祖忘

宗，做出分裂國家事情。

永

欣賞拉姑教出禮貌霆鋒
由於 BIG 4 成員未有一個做過老竇，阿公笑言：「問他們都嘥
氣，只有『男人幫』的小齊和家強幫到我，向他們請教教導小朋友
心得，而傳媒亦影到我同拉姑（狄波拉）傾談，因拉姑是我的指路
明燈，我出家、結婚搵酒席都是拉姑幫手，我問拉姑點可以教出一
個過去極反叛現在具備禮貌的霆鋒，因霆鋒在最反叛時候見到前輩
都會90度鞠躬，拉姑給予我不少意見。」
阿公透露一索得男，他笑言：「係仔呀，老來得子，但囝囝不要
似我，當然似媽咪好，會好樣一些，亦希望承家強貴言，縱使做不
到模特兒，相信可遺傳到我音樂和時裝方面天分。不過將來也理不
得這麼多，兒子長大時也不知世界是怎樣，我必須做的是不能為社
會製造多個造反的人，簡單說是不想生個梁頌恆和游蕙禎，我要讓
孩子識得分辨莊閒，你可以反叛，但不能背祖忘宗，做分裂國家的
事情，如他做出這些事，我會親自懲戒他，所以我都要向前輩阿B、
杜德偉、家強、小齊等人學習做個好爸爸，教好個仔，希望將來小
朋友沒為社會作出大貢獻，也不要生個破懷社會安寧的人。」
阿公的太太預產期是明年四月，他指太太懷孕初期並沒「害喜」
現象，開頭幾個月佗得幾爽和舒服，現時狀態不錯，但近期會作
嘔，吃完早餐便嘔，阿公便幫太太掃風。

老闆小齊體諒減少接工作

■蘇永康會向任
賢齊(左二)、黃
家強(右一)請教
育兒心得。
資料圖片

■BIG 4 成員
中，蘇永康搶
先成為人父。
資料圖片

大女在台用衣車遭投訴

阿 B 認為校方處理沒偏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李思穎）鍾鎮 車？）個女日頭返學，所以晚間先做到功課，
濤（阿 B）和太太范姜、白雪仙、林建岳、梅雪 其實很辛苦，我已提醒她把時間調早一些，她
詩、高世章昨日出席張王幼倫兒子張嘉慶投資 答應會盡量做。」
的粵菜食府剪綵儀式，原本現身的陳寶珠因有
稱當時大女室友踢門
病缺席。張王幼倫對兒子張嘉慶首次創業表現
緊張，又不敢給予囝囝高分，免得被人說偏
B 哥稱也有了解過，而太太都有跟進，「其實
心，但見到兒子很努力，所以在幕後給予支 揀這間學校很放心，一來很近，其次這學校在
持。張嘉慶笑指媽咪才是老闆的老闆。
時裝設計世界榜上有名，如果我知道嘉晴在事
阿 B 和太太范姜專誠來試菜。B 哥的大女嘉晴 件上做得不對，我會教她，但她是做功課，沒
在台灣修讀時裝設計課程，早前有報道指嘉晴 理由不讓她做，她都乖的。事發時，嘉晴都有
在學校遭同學投訴，對此，范姜表示是小事一 少許驚怯，因當時該同學好忟憎，又拍枱又踢
宗：「嘉晴因為要做功課，所以夜晚用衣車縫 門，如像地震，所以當時嘉晴不開門也是對，
衫，而衣車位置剛好對正隔離房同學的床位， 因半夜三更也不知會否拿着刀，故此，最後驚
這位同學對聲音很敏感，所
動警方，雖然我是藝人，但我
以便吵鬧起來，本來事情已
沒份興建校舍，所以沒有特
經解決，可是該位同學依然
權，而事發時校監也不知她是
不滿意，便打電話到報社公
我女兒，也是事後才知道。」
開事件。而校監都有了解件
B 哥和范姜都無意叫嘉晴搬離
事，校監對我們說嘉晴在學
校舍，因學校有老師和校監，
校好乖好好學習，叫我們不
要是搬出去更加擔心嘉晴的安
用擔心，反而對於未能處理
全，而且范姜的家人和很多親
■白雪仙和梅雪詩前來支持
好件事感到不好意思，（會
友也在台灣，所以會放心。
張嘉慶投資的粵菜食府。
張嘉慶投資的粵菜食府
。
否叫嘉晴減少夜晚開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應屆港
姐馮盈盈（Crystal）、劉穎鏇（Tiffany）與張寶兒等人昨日為籌款節目《歡
樂滿東華》綵排表演項目，眾人大跳絲
帶舞，沒有跳舞底子的 Crystal 和 Tiffany
笑言跳到腰痠背痛，Crystal 更拉傷肌肉
痛足兩日。
近日積極為表演排練的Crystal，坦言綵
排首天挫敗感十足，她說：「雖然自己有
學瑜伽，但原來要用很多腰力和膊頭，結
果未拉好筋拉傷少少，不知原來跳得咁
勁。」Tiffany也坦言舞蹈困難，也花了一
段時間學舞，幸好大家都快上手。
提到 Crystal 決定為儀容箍牙，問她會
否擔心箍牙後被指整容，她說：「自己
的牙齒有少少缺憾
美，箍牙不是整容
工程，不是為了想
靚，只想牙齒整齊
一些，和講說話咬
字清楚。」Crystal
表示會用隱形牙
箍，所以對稍後參
選華姐影響不大。 ■馮盈盈

■阿 B 和太太范姜專誠來試菜
和太太范姜專誠來試菜。
。

陳曼娜女婿晒片證清白

馮盈盈不擔心箍牙影響選美

張惠雅向搞笑能手偷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張惠雅
（Regen）、張致恆、楊詩敏（蝦頭）
與何遠東昨日為《歡樂滿東華》綵排表
演項目，四人屆時將與總理們合演笑劇
及大跳丐幫舞。首日排練的 Regen 已即
時上手跳得似模似樣，她笑言要跟蝦頭
好好學習一下搞笑本色。
Regen 雖然是排舞最遲歸隊的一個，
但有舞蹈底子的她，只看一次舞步就上
手，她也大讚拍檔跳舞出色，相信正式
表演時會很順利。笑言自出道以來走諧
星路線的 Regen，表示要趁機會向搞笑
能手蝦頭學習，她說：「覺得蝦頭好好
笑，希望在她身上吸收到喜劇細胞，我
都參與《東華》有 8 年，希望可以帶到
歡樂給大家。」工作方面，Regen 表示
現在平台多，做藝人要樣樣皆能，所以
會繼續自
己拍片做
旅 遊 節
目，讓更
多觀眾可
在網上接
■ Regen(
Regen(右一
右一))笑言要跟蝦
觸到她。
頭(右二
右二))學習搞笑本色
學習搞笑本色。
。

情，他開心說：「這件真是喜事，亦是上天給我的禮物，大家記得
在我 2014 年 12 月 2 日結婚當日，傳媒朋友問我有否造人打算，當時
我老婆將個波踢給我，那一年我諗住全力造人，整年放下工作，我
同小齊（任賢齊）提出想整年不工作，他答應我可以，他真是一個
好好的老闆，所以那年我便同家人去杜拜、威尼斯、意大利等地方
旅行，想戲劇性營造浪漫氣氛，希望有 BB，可是最後未能成功，直
至幾個月前，太太沒有月事來，檢查之下知道有 BB。不過我信邪，
三個月後先告知身邊最內圍朋友小齊、黃家強、BIG 4，感謝各兄弟
姐妹幫我保守這秘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
陳曼娜愛女 Joie（鄭祖兒）與
老公 Dicky（蔡朝旭）結婚不足
一周，男方便驚爆與來自內地
的女大學生金若希關係複雜。
陳曼娜昨日聯同女婿Dicky於遊
艇召開記者會交代事件，Dicky
向記者展示近日與金若希的通
話截圖，指對方向自己道歉影
響了其聲譽及家庭，又以手機
播放一段金若希幫他錄下的短
片，為近日風波作出澄清。
Dicky 多謝外母、外父及太太
信任自己。他稱女方事後有發
律師信要求該內地網站不作刊
登其訪問片段及相片，無奈最
終報道亦出街。

■陳曼娜向女婿投以信任一票
陳曼娜向女婿投以信任一票。
。

身為阿公老闆的小齊表示：「我一早就知道此事，梗係好開心，
但當時不能亂講，怕小朋友會小器，所以幫康仔保守秘密，待時機
成熟由阿公自己公佈，我希望阿公多些時間陪太太，因剛懷孕需萬
事小心，所以幫阿公減少接工作，好讓他有多些時間留在屋企令老
婆安心，等事情穩定後，便會慢慢再安排工作給康仔，康仔我們大
家都好開心，恭喜你。」
黃家強恭喜阿公將為人父：「我們是早少少知道，如果他是生仔
都好正，長大後一定做模特兒或是設計師，犀利呀。」
梁漢文謂：「終於不用保守這個秘密，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老友的
開心事，相信他的歌迷和朋友都很替他開心，能一索得男，其實之
前到澳門為『男人幫』巡唱，幾個兄弟已經知道，大家都特別關懷
他，始終是頭一胎，希望他不要太緊張，祝願小朋友快高長大，健
健康康。」
許志安高興地表示早在幾個月前得悉，一早恭喜阿公！安仔笑
說：「阿公生公仔，其實仔女也沒所謂，健康就可以了，當然生龍
鳳胎更加好！」當問到他又有何計劃？安仔即笑說：「隨遇而安好
了！」BIG 4三個成員都上契做「公仔」契爺？安仔笑指阿公未必會
肯這樣，因怕他們三個會把他的小朋友教壞！

阿嬌爆阿 Sa 外遊慳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Twins 昨 日 出 席 代 言 的 杯 麵 活
動，兩人更親自為杯麵包裝設
計，鍾欣潼（阿嬌）更踢爆好姐
妹蔡卓妍（阿 Sa）甚慳家，之前
去馬爾代夫旅行，竟然帶備杯麵
隨行醫肚。
阿嬌笑指阿 Sa 上次去馬爾代
夫都攜備杯麵，阿 Sa 承認說：
「我共帶了六個杯麵準備給大家
吃，因很多人說當地消費昂貴，
而我們又不愛吃早餐，所以訂房
時沒有訂埋早餐省回一些，遂帶
備杯麵隨意當早餐。」阿嬌都大
讚阿 Sa 理財了得，阿 Sa 自有一
套說：「致富的首要條件是要
慳，不過我未夠富有，總之應使
則使，不會待薄自己。」
說到今個聖誕節，Twins 表示
平安夜會參與英皇演唱會演出，
而阿嬌和阿 Sa 都有交換禮物習
慣 ， 阿 Sa 表 示 會 交 換 正 經 禮
物，通常她們是上網買。
近日圈中喜訊頻傳，周柏豪剛

結婚，蘇永康又快做老竇，對
此，Twins 恭喜他們，阿 Sa 說事
前不知柏豪結婚，因柏豪想保護
愛妻，要保持低調，亦已傳短訊
恭喜他們。阿嬌則指前幾日見過
蘇永康，都不知此事，早知就恭
喜他喇，問到兩人可心急報喜？
阿嬌謂：「不急，如果心急亂揀反
而不好，搵自己來搞，不想為結
婚而結婚，隨緣好了，亦不介意
由朋友介紹，但無人介紹給
我。」

■阿嬌和阿 Sa 都有交
換禮物習慣。
換禮物習慣
。

自誇射火箭眼界準
心穎唔瞄準反射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黃心穎與應屆香港先生冠軍黎振
燁、丁子朗等，前晚於將軍澳電
視城為無綫籌款節目《歡樂滿東
華 2016》綵排，心穎屆時會與一
眾香港先生表演「疊羅漢」，她
就會爬到最頂峰，做出一字馬拉
弓再射出火箭。
心穎表示前晚才首次排練，令
她緊張亦很擔心，因表演項目有
危險性，綵排時不停拉弓射箭，
練到雙手起繭。自認有天份的心
穎，雖然第一次射箭，但不擔心
拉弓擦傷自己會變「花臉貓」，
她說：「因為火箭係唔會拉近塊
臉，亦應該唔會射中人，都會多
加練習，練習時我眼界都幾準，
不過我唔係瞄準目標，係憑感覺
射中靶心，唔係瞄準反而就射
中。」
問到黎振燁會否擔心到時心穎
失手，火箭時燒到他的頭？他笑
說：「心穎話有信心，唯有信

佢，唔信都沒辦法，為慈善都唔
怕受傷，我負責跳舞，又唔係做
靶，（唔怕火箭跌落你度？）我
信得過心穎，應該唔會太危
險。」二人又稱若籌得一百萬，
一切在所不計。心穎更建議由港
男一字排開做箭靶，命中率會更
高。黎振燁就笑說：「咁我希望
心穎瞄準我好喇，因為佢話平時
瞄準目標反而射唔中。」

■黎振燁稱對心穎射箭有信心
黎振燁稱對心穎射箭有信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