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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媽媽陳敏之在去年冬至開刀誕下兒子
雷子樂（乳名冬至），才剛坐完月，敏

之已經出關頻頻為劇集做專訪宣傳。說到此
劇拍攝後期，敏之知道自己有了BB，所以很
感恩上天對她的愛錫。
「劇中我演單親媽咪兼訓導主任文嘉熙，

經常面對一班『怪獸家長』，拍到後期知道
自己懷孕，有時都會諗將來自己係咪都係會
咁怪獸呢？上天對我好好，大家都知道拍劇
係好辛苦，當初都沒想過拍劇期間會有BB，
但既來之則安之。也因為已是差不多拍到尾
段，好多嘢都拍晒，自己也有很多時間休
息。我啱啱升級做媽媽，自然會緊張一些，
不過我絕對唔會迫個仔做任何嘢。」

做適可而止的「怪獸」
愛兒子樂於冬至出世，所以其乳名就叫雷

冬至。剛坐完月，敏之已經出關為劇集宣傳
及投入《溏心風暴3》拍攝。始終是初為父
母，敏之又餵母乳，所以很多時很多事都很
着緊，絕不假手於家傭及陪月姐姐。
「我已經佗到成7個月先至去買BB嘢，等

自己可以放輕鬆心情，事前也和老公上了多
次的育嬰班，但原來當BB真係出世，一樣係
會手忙腳亂。特別是出街特別心掛掛，想即
刻返去睇佢，電話裡面全部都係他的相。自
己都唔想變『怪獸家長』，所以都選擇邊工
作邊湊仔，唔會做全職媽咪，唔想成日將個
焦點去晒囝囝度。但將來佢讀書，應該會好
緊張，但應該唔會報好多興趣班，做適可而
止的『怪獸』吧！」

陳敏之主演的《親親我好媽》成為黃金時段三線劇最高收

視劇集，認真可喜可賀。新手媽媽陳敏之表示拍此劇感觸甚

大，明白現今在香港，不論是學生還是家長都有很大壓力。

這一刻囝囝雷子樂才兩個多月大，自己只望囝囝健健康康。

至於是否會做「怪獸家長」，敏之笑言少少怪獸自己也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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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富城親認想結婚
香港文匯報訊 郭富城(Aaron)作客

TVB娛樂新聞台節目《StarTalk》，
接受主播許文軒(Edmond)專訪，大談2017年大計。
Aaron於專訪中承認有意成家立室，他說：「獲得金
馬同金像獎，得到工作上的認同，呢個係行內人對自
己的一個公認，我好感恩，而我漸漸發覺歲月不留
人，我五十一歲，我覺得係時候要計劃組織家庭同有
小朋友，呢個係我的一個心願。」他又說：「媽媽年
紀開始大，佢80幾歲，雖然佢沒催婚，但我知道佢點
會唔想，以孝順來
講，我係唔合格，因
為太多時間放在工作
上，我家係好穩
定，我相信亦會有將
來，有好消息一定會
同大家宣佈，希望同
期待大家的祝福。」

林志炫攜新曲回歸《歌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姚進湖南報道）上周，《歌
手》第二位逆戰歌手林志炫攜新
曲歸來，久違的聲線與完美的演
出令眾人為之驚艷，而本周，他
又將以電影《007:幽靈黨》的主
題曲《writing's on the wall》再
戰舞台，借氣勢隆重的全新編曲
重現史詩級現場。
此外，對於這一回的選曲，林

志炫也笑言不無巧合，尤其是其
中一段歌詞特別符合他此刻心聲：「如果大家注意到
第二段歌詞，它剛好應景，就是現在風暴已然要形成
了，如果我要度過這場風暴，逃避是沒有用的，面對
才是唯一的出路。」我覺得這可能是上天安排吧，關
關難過，但是關關過。

Hebe孖井柏然唱主題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迪士尼真人版《美女
與野獸》（Beau-
ty and the Beast）
下月 16日在港上
映，官方都準備咗
中文主題曲，仲搵
咗S.H.E成員田馥
甄（Hebe）及井
柏然合唱，不少網
民勁讚。

��&&

香 港 文 匯
報訊（記者
孫琳 北京報
道）由楊冪、
趙又廷主演的
內地電視劇
《三生三世十
里桃花》時下
正熱，網播量
已破100億，
在劇中飾演樂
胥娘娘的劉曉
曄也因顏值演
技「雙高」圈粉無數，被網友稱為「最美
娘娘」。在劇中，劉曉曄飾演的大太子妃
樂胥是夜華的母親。自帶古典美的氣質以
及精湛的演技，劉曉曄將太子妃的高端大
氣風儀嚴峻、母妃的溫婉、面對凡人素素
的正色危言等各個角色之間切換自如。劉
曉曄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在《新還珠格
格》等劇中多次扮演娘娘，被譽為「娘娘
專業戶」。對於如何演好娘娘，劉曉曄有
自己的理解：「娘娘需要很好的心理素
質，心裡要有強大的小宇宙，後宮複雜，
每個能當上娘娘的人都經歷了很多，因此
需要控制好節奏，把娘娘的沉穩表現出
來。」除此之外，演好一個娘娘還得在禮
儀上下一番功夫，劉曉曄回憶起自己飾演
《新還珠格格》令妃的經歷時說：「要穿
很高的花盆鞋，很嚇人，一開始根本不敢
走，但經過六七個月的拍攝，最後大家已
經可以健步如飛了。」

起初排斥演母妃
談起自己緣何加入《三生三世》，劉曉

曄表示因為曾和楊冪公司有很多愉快的合
作，所以雙方有意「再續前緣」。「但起
初有一點排斥，不想這麼年輕就去演母
妃，後來了解到相關劇情後便覺得可以接
受了。」她之後反思道，專業的演員不應

顧慮這些，「日本有一個28歲的演員為了演老爺爺把
牙齒全部打掉」，劉曉曄說自己十分佩服這樣敬業的演
員，今後會以他們為榜樣要求自己。除了被觀眾熟知的
娘娘們，劉曉曄在《醜女無敵》中扮演「白富美」蘇蕾
並在《盛夏晚晴天》中演繹時尚女魔頭萬華，演技廣獲
認可，但她最希望嘗試帥氣的女警察，盼望有更多的打
戲才夠過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譚詠
麟（阿倫）昨日以嘉賓身份出席港鐵
「開心搭·生日獎」抽獎活動，大會安
排了11位每月生日之星大合照，阿倫一
見「小曾志偉」即不停捽他面珠合照。
阿倫昨早乘機從南京回港出席活
動，卻只睡了一小時，他笑言前晚錄影
完節目回到酒店又通宵看歐聯足球賽
事。問他是否像李克勤般入非法網站睇
波？阿倫笑說：「克勤呀，睇波非法
say sorry呀，我合法，睇酒店電視！」
笑問他有時會否按錯制上了非法網站？
阿倫搞笑說：「AV那些呀？酒店不會
按錯，要俾錢唔抵，打格仔看來做什
麼！」言則也有看過AV？阿倫繼續陰
陰嘴笑說：「那麼大個人說沒看過也是
騙你，當學吓嘢做課外活動進修一
下！」
談到克勤將於九月舉行入行30周年

演唱會，問會否擔任嘉賓？阿倫笑說：
「他咁耐？上星期才跟他吃飯也未提
及，不過如果我在香港也一定支持，其
他人我都支持，我是演唱會嘉賓之王，
是無收受任何酬勞的嘉賓之王！」
另，阿倫將於4月推出國語唱片，連
日來他都在港宣傳，不過到唱片正式推
出時，會構思與合唱的歌手在不同地區
進行同步直播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何
雁詩昨日到電台宣傳新歌《太想討好
你》，表示新歌是她的真人真事故
事，講述她拍拖因太投入抽身不到，
致分手後仍困住自己，像在密室中唞
不到氣，但實情是對方已不屬於自
己。何雁詩表示入行前曾有過一段感
情，雖然時間不長，但她卻要3年時
間來恢復，她說：「原本我是個開心
富能量的人，但之後好似失去所有
嘢，記得自己好瘦，最瘦試過只有七
十多磅，令到身邊朋友都好擔心。」
已單身一段時間的她是否不敢再入

情場，她說：「現時真的不敢再拍
拖，覺得會被人操控自己軟弱的一
面，又或者會傷害到自己，但如果遇
到對的人都會一試。」何雁詩稱拍拖
對她演戲和唱歌有幫助，可以感受更
多不同的情緒，更笑稱現在多追求

者，但自問沒本
事可以困住對
方。提到大肚的
吳若希因要停工
被公司加簽三年
合約，何雁詩表
示有留意新聞，
說：「這些不是
我可以控制，我
不信懷才不遇，
如果有能力、有
技巧自然會有機
會，反而做不好
有多多機會都變
浪費。」至於公司力捧新加盟的菊梓
喬，立即可主唱劇集主題曲，何雁詩
笑道：「真的？我都有唱主題曲，多
機會是好事，我們公司還有其他女歌
手，希望大家都有多些機會。」

劉
曉
曄
演
繹
最
美
娘
娘
受
熱
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蔚雨
芯(Rainky)與Jessica C.（JC）昨日到觀
塘出席活動，有「魔鬼胸」之稱的
Rainky以紅色Deep V裙超性感打扮現
身，而已為人母的Jesscia則收起招牌
「警鐘胸」，只露出香肩。受訪時
Rainky被問到為何以長髮遮心口？她
解釋不是刻意遮住：「係髮型師幫我
諗，只係頭髮太長。（怕露點？）
冇，我一向好穩陣，家我多數喺北
京拍劇，同埋讀緊中央戲劇學院，所
以返香港要氹吓小fans。」

說到她的性感打扮撼贏了同場的Jes-
sica C.，她說：「我係香港女仔，佢
係mix(混血兒)，兩個唔同範疇，我都
有睇佢IG，頭先喺後台都有讚佢個女
好得意。」問到她又可心急結婚生
BB？她說：「唔心急，仲要學多啲
嘢，慢慢來啦，要講緣份。」她承認
有追求者，但暫時想拚搏多幾年，因
她是九三年出生，現只得廿三歲，
事業為重，而且還未享受完單身。
剛由美國返港的Jessica C. ，透露女

兒Tessa下月便一歲生日，屆時會留港

慶祝，她表示因為安志杰（Andy）要
拍戲，她就主力湊B。餵人奶的JC表
示，見到女兒健康活潑，就希望將最
好的給她，故未決定何時停餵。
對於被指打扮輸給了Rainky？JC帶

笑說 : 「我唔介意，冇所謂，家我
已經係唔同的Jesscia。(不想再性感示
人？) 我唔介意要性感，但已經唔會放
首位，以前我會想成為最性感，但
家就冇所謂，因為已經做了媽咪，An-
dy亦唔介意我着得性感，最重要在我
BB眼中贏了。」提及婚期，她透露會
在十月行禮，預計會在美國舉行，返
港再同朋友食飯慶祝。

蔚雨芯「胸」贏Jessica

譚詠麟看AV當學嘢 何雁詩曾因失戀暴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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