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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學家教
Kelly千嬅有「交換計劃」

食飯講規矩 蝦餃仔當管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靜儀）吳鎮宇早前趁着復
活節假期，偕同9歲兒子
Feynman跟隨奧比斯到孟
加拉探訪，昨日鎮宇出席
奧比斯孟加拉光明之旅分
享會，分享探訪感受，現
場亦播放兩父子的探訪片
段。
鎮宇談到孟加拉之行，他
表示曾陪同一個8歲大的小
女孩做白內障手術，入手術
室前小女孩害怕得痛哭，她
的媽媽就捉着女兒的手，他
作為父親很明白那位媽媽的
心情，知道只要捱過這一關
前路就會光明。
問到兒子探訪返港後，
會否覺得自己比其他兒童
幸福？鎮宇說：「囝囝唔
識得比較，佢知係做善事
會容易堅持，知道要坐4個
鐘頭車，佢叫我準備膠
袋，因為會嘔，個仔係好
怕坐長途車。」問到兒子
可會再去作慈善探訪？鎮

宇指要待慈善機構邀請。
說到Feynman在片段中胖
了不少，鎮宇指是因為兒
子不夠瞓又飲汽水以致水
腫，瞓醒就眼腫臉腫，但
慢慢就會瘦返，一日內有
兩個人出現。 他又讚兒子
整個人的體格及比例都頗
令人羨慕，臀部似古巴女
郎的臀部，頸又短，但很
多好紅的明星都是頸短。
鎮宇大爆兒子想做 youtu-
ber， 唱 歌 時 又 會 「 咪
咀」。 問到兒子是否對拍
嘢有興趣？他說：「呢啲
係 天 生 ， 唔 會 逼 佢 去
做。」 他又指兒子面對鏡
頭是較為怕醜，因為不知
要如何做好。
問到兒子在剛過去的父

親節有甚麼表示？鎮宇表
示當時正身在內地，兒子
也有致電給他：「佢打來
講『wake up，wake up，
happy father's day』，又傳
了細個我抱住佢嘅相。」

林欣彤稱單身 密密做養家
香港文匯報訊由馮德倫執導，劉德華、舒
淇、張靜初、楊祐寧、尚連奴（Jean Re-
no）、曾志偉、沙溢及游天翼等主演的動作
冒險電影《俠盜聯盟》，日前在上海舉行發
佈會，會上佈景還原片中的古堡場景。
劉德華和舒淇雖然未有出席，但兩人仍然

成為焦點人物。戲中以華仔為首的盜賊三人
組與飾演警察的尚連奴有精彩對決，其實戲
外兩人惺惺相惜，尚連奴形容華仔像「一個
網球高手」，稱拍戲要像打網球一樣擁有一
位好對手，自己才能發揮出色。此外，在大
銀幕上予人硬漢形像的尚連奴還在展示幽
默，演唱了法語版的《兩隻老虎》（即《打
開蚊帳》），引來現場笑聲掌聲不絕。
至於導演馮德倫也被楊祐寧笑問：「你老

婆呢？」馮德倫雖有點怕醜，但開心表示
《俠》片對自己來說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
品，原因之一是這部電影是第一次和太太舒
淇合作，笑稱是「認真地逼她演女主角。」
當被問到和太太在拍戲上的默契程度時，馮
德倫說：「很好」，楊祐寧聞後又笑他：
「他們的默契超級好，在現場都會聯合起來
欺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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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林欣彤
（Mag）、鄧穎芝、黃芷晴、區文詩、丘凱
敏、KellyJackie等昨日出席護膚品牌活動。
這陣子忙過不停的Mag之前試過失聲停工，
對於近日王傑自言遭人落毒而失聲，Mag
說：「沒有看過報道，當年自己失聲因為太
緊張，令整個人繃緊，是壓力引致，現時情
緒病已告痊癒，無需再服藥。」說到何雁詩
亦因情緒病問題停工，她謂：「這個社會很
多人面對情緒病，當初自己承認有病是想大

家正視問題，不要畏疾忌醫，外間也不該把
情緒病標籤得太緊要。」
Mag將於8、9月聯同蔣志光合演舞台劇

《我和青天有個秘密》，現正緊密綵排中，
她表示：「之前在《老表》有同蔣志光合作
過，今次再有機會合作很開心，整個舞台劇
會做40場，我就負責20場。另一方面自己
亦忙着為新歌，稍後《老表3》又快播出，
今年都好忙，（密密賺？）可以養到家，
（不是有男友養嗎？）無喎，（已同居？）
都無，我未有男友。」
鄧穎芝大方透露有新戀情，兩人拍拖約4

個月，感情要好，她笑言：「沒想過要公
開，每次公開都無好結果，而且男友是圈外
人，從澳洲讀書回來，起初也不知我是藝人
身份，若然公開的話，相信男友承受不到壓
力，總之大家影到就影，自己就不會刻意帶
出來。」她指男友從事飲食生意，兩人已拜
會過雙方家長，鄧穎芝笑咪咪說：「食過
飯，屋企人覺得他很乖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楊千嬅與陳慧琳（Kelly）昨

日出席品牌慈善活動，為護苗基金籌款，兩位靚

媽不約而同齊穿上泰山裝亮相。千嬅覺得兒子要開始學守

規矩，故打算交換子女到朋友家，Kelly家成首選。至於Kelly亦贊

同，她透露囝囝在家食飯都有規矩，大仔「蝦餃仔」更是管家。

千嬅昨日帶點倦容，她苦笑指近期為
兒子Torres升讀小學和家居裝修不

停忙，本來昨日打算帶兒子來玩手造木製
遊樂場，但因下雨未能同來令兒子好失
望，千嬅笑說：「他還要跟我上台唱歌，
我心裡當然不想，但他已經5歲懂得表達
自己的感受又要參與，所以暑假會帶他去
放電。」但千嬅覺得要兒子開始學守規矩
及自理能力，故打算交換子女到朋友家，
讓小朋友學習守別人家規，希望對兒子有
所幫助。

千嬅怕獨子Torres悶
千嬅笑指Kelly的家庭是最適合的選
擇，因有兩個大哥哥，Torres又喜歡跟大
過他的人一起玩。會捨得兒子離開自己身
邊？千嬅笑說：「去兩日都可以，我都歡
迎將小朋友放在我家，像小時候去camp
一樣，朋友都會信得過，其實現在學校也
有play day，一班同學會輪住去家長的家
玩，尤其得他一個會好悶，平日是他陪我
們多過我們陪他，男仔也應該開始去學
習。」會多生一個陪Torres？千嬅說：
「我高齡又超齡，好難喇，看天啦，如果
覺得仍然有溫柔一面就繼續生啦！」
另提到被拍得與老公去聽兒子升學講
座，千嬅坦言兒子入讀英基國際學校已經
安排妥當，媽媽的責任亦已做完，準備開
始他人生的新安排。
Kelly昨日穿上泳衣質料的泰山裝頗為
性感，她笑言落雨一除衫便可去玩水，但
沒濕身也不性感，當被讚經常都好fit，
Kelly笑說：「我演唱會時最fit，不過要
時常保持這狀態會太辛苦了！」
暑假將至，Kelly會帶兩個兒子去學游

泳及踩單車，最近他倆更愛上了下廚，整
薄餅、朱古力醬和刨冰，問她是否很好
吃？她即苦着臉笑說：「有食，好好食，

味道好特別，又意想不到，每次整刨冰，
吃不完就留下來一星期後再整，但刨冰已
經變成啡色了！」提到千嬅想與她交換兒
子到對方家學習家規？Kelly聞言即說：
「好喎，我着數點！千嬅應該都不太嚴，
放兩個仔到她家可以呀，大家的孩子都差
不多年紀，我細仔又好 friendly，歡迎
呀，到時我和千嬅一齊去 shopping，
嘩！」那誰來湊小朋友？Kelly笑說：
「老公囉！或者開電視放DVD ！」

Kelly想找Celine爸教唱歌
問Kelly會否有家規？她想了想笑說：

「我無家規，有都好寬……入屋要先除
鞋，吃飯時本來不開電視，但有時不想我
去娛樂他們就會開一陣電視，不過阿哥會
覺得奇怪即去關掉電視機，似個管家
般！」她亦指會教兩個仔吃東西要用筷
子，但有時吃炸雞翼要用筷子會好困難，
所以最後教他們在家間中可以用手，在外
邊吃飯就要有禮儀。
另談到參加過《全美一叮》的小妺妹

Celine（譚芷昀）一夜成名，Kelly表示也
想找對方的爸爸教自己唱歌，但有批評這
倒令小妹妹沒了童真又影響其學業？Kel-
ly相信Celine要參加比賽也只一段時間，
但也會為她帶來成就感，將來面對許多事
情也會不怕困難，覺得是件小事，她說：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也不是要死讀
書，一起參加比賽，這也是家庭親子的方
式。」會否也讓兩個兒子去比賽？Kelly
笑說：「我兩個仔沒那麼叻，無可能呀，
這也迫不到，而且男仔不會像女仔般企定
定地練聲，一早就叫悶跑了開去！」至於
兒子有何天份？Kelly帶笑說：「我都想
問阿仔你有什麼天份？我也是自己大個才
知道！不過即使有天份也要靠努力慢慢培
養，這是做人的態度！」

香港文匯報訊 9歲「小巨肺」譚芷昀
（Celine）最近因參加《全美一叮》一炮
而紅，不過其父譚順生就被薛家燕質疑
「道義上有問題」，因家燕姐曾於數年前
聘用過譚順生當「家燕媽媽藝術中心」歌
唱導師，但她質疑譚在受聘期間「硬撬客
仔」。
譚順生昨日發聲明回應，承認4年前有三

位學生「轉會」，稱「當時有三位學生在家
燕媽媽藝術中心報名參加群體歌唱課程，中
途該三名學生的家長曾多次誠意邀請本人擔
任他們的私人歌唱老師，盛情難卻下，本人
亦確有答允該三位學生之家長要求，但群體
課程與私人教授是大有分別，學費自然有所
差距。」為此，他向家燕姐致歉，並承諾將
該三名學生之學費，約8萬港元，以家燕姐
名義全數捐贈予保良局。
聲明中，譚順生又澄清從不強迫女兒參

加各種節目或演出，他表示：「作為家長
的當然會盡量栽培子女，給下一代盡展所
長，但一切必以學業為先。Celine的上學
率超過九成半，在學時間極少告假；本人
從不強迫女兒參加各種節目或演出，只會
隨她真心喜歡而參與適當之活動，讓女兒
能在快樂，自由，舒適的環境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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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德倫舒淇默契好
聯手欺負楊祐寧

林欣彤林欣彤

■■馮德倫馮德倫((右右))被楊祐寧調侃被楊祐寧調侃。。

■■鎮宇早前攜子鎮宇早前攜子
到孟加拉探訪到孟加拉探訪。。

兩位星級索媽都不約而同穿上泰山裝。

陳慧琳楊千嬅- IMG_4737

記者李慶全

■■CelineCeline爆紅後爆紅後，，其父其父((左左))是是
非不絕非不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蝦餃仔蝦餃仔」」((左左))原來是原來是KellyKelly家家的管家的管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TorresTorres萬千寵愛在一身萬千寵愛在一身。。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Kelly(左)與千
嬅都想讓囝囝到
對方家寄宿。

鄧穎芝鄧穎芝

香港文匯報訊上海電影節意大利電影周昨
日隆重開幕，意大利珠寶世家BVLGARI昨日
先攜手上海國際電影節組委會，共同舉辦「中
意電影中的生活美學」文化交流座談會，邀請
了章子怡、廖凡、陸川、意大利國寶級演員Is-
abella Ferrari與品牌CEO同席，暢談銀幕內
外的意式生活美學。及後，還舉行了盛大的開
幕酒會，出席紅星包括章子怡、林心如、陳柏
霖、胡軍、鍾欣潼、張馨予、Isabella Ferrari
及荷里活影星Julie Delpy等。

上海影節意大利電影周上海影節意大利電影周
章子怡章子怡 林心如爭艷林心如爭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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