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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為小事吵架浪費生命

世界上最幸福浪漫的告白方式，莫過於和心愛的人牽着手走遍全世界。 2 月 14 日情
人節對於王祖藍同李亞男（LEANNE）呢對夫妻來講，唔單止係情人節咁簡單，更係他
們結婚周年紀念。婚後依然甜蜜的兩人，說到夫妻相處之道，他們異口同聲地表示不要浪費時間，為小事而去吵架。
而人妻李亞男近年愛上「煮幾味」，實行靚湯綁住老公個心。今日情人節係他們結婚三周年，一向愛錫太太的祖藍已
經放下工作，與亞男雙雙飛往海外度假慶祝！
我們都不喜歡花時間鬧交。浪費時間，鬧完
一輪，心情又不好，解決不到問題，那為什
麼要鬧交。最重要是老婆的話永遠是對的，
咁為什麼還要鬧交。我們都試過冷戰，但隔
咗唔係好耐時間就會好番，互相 say sorry。記
得結婚初期，我要返內地拍劇 3 個月，太太獨
自在港而有點憂鬱，自此以後，我也避免長
時間離港工作，最多接劇都係拍一個月就
完。」祖藍說。

男可有突擊去內地探班？亞男滿有信心地表
示，她有必殺招數去箍實老公，就是煮得一
手好餸及煲得一碗靚湯，只因亞男相信留住
2015 年完婚。有着「最萌」身高差距的王祖
老公個胃，一定可以留住個人。
藍同李亞男，外界儘管未必覺得他們合襯，但
「我是鬼妹仔，未來香港前唔識煲中式靚
二人的甜蜜卻是有目共睹。新婚初期，祖藍曾
湯。祖藍佢對飲食要求很高，後來在他『鞭
因北上拍劇數月，太太獨自在港而有點憂鬱，
策』下，婚後我的廚藝即大躍進，從全不懂
自此以後，他也避免長時間離港工作。
煮食到剛出了一本烹飪書。我曾是『地獄廚
老婆的話永遠是對的
神』，試過用濃縮湯包炮製羅宋湯給老公，
祖藍開心到飲完全部，但之後因為很口渴，
「我們拍拖 11 年，結婚前已經經歷了很多
「地獄廚神」變專家
知道是味精料後發呆，因此我好不開心，老
事，從拍拖到分手再復合，基本上大家好清
楚對方的性格，相處得愈久，便發現愈來愈
王祖藍因為參與綜藝節目《奔跑吧兄弟》 公就倒過來安慰我。自此，我便開始鑽研廚
夾。而且現在工作忙，已經唔夠時間見面， 在內地走紅，工作不斷。不少人覺得夫妻分 藝，請教媽媽之外，也有向奶奶取經，熟悉
我們兩個基本上結婚咁耐未試過鬧交。因為 隔異地易感情轉淡，而且引誘大。問到李亞 老公的口味。厚切慢煮牛扒、老火花膠雞
湯、羅宋湯都難不倒我。而老公每
日都要飲一杯鮮榨的蔬果汁，所以
我久唔久就要落街市買新鮮的蔬
果。祖藍是我第一個男朋友，我好
慶幸佢唔煙、唔酒，好多人問我會
唔會好緊張佢身邊係咪有好多狂蜂
浪蝶，其實我身邊有好多『針』幫
我睇實佢，哈哈！！講吓笑。其實
都是信任，只試過一次去探班，佢
在片場見到我真的呆了。我們不重
視物質，都不喜歡去買名牌手袋和
買衫，也不互相送禮物的，有年老
公生日，特意請阮兆祥女朋友教我
煮一碗馬來西亞蝦
麵，咁老公就印象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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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了。」
32 歲的前國際華裔小
37歲的王祖藍和
姐冠軍李亞男，拍拖 11 年，於

子華讚佘詩曼轉數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黃子
華、佘詩曼（阿佘）、鄭詩君(C 君)、
蘇麗珊、鄭欣宜、波多野結衣、許紹
雄、鄧兆尊、白只、林雪及鄧月平等前
晚到九展出席《棟篤特工》首映禮，子
華與阿佘乘坐 Aston Martin 抵達，而欣
宜即場唱出電影主題曲，她笑說：「 唱
歌 時 幻 想 自 己 係 Adele、 肥 媽 加 杜 麗
莎。」
首映禮上 C 君笑問子華有幾多片酬，
子華笑言片酬是 C 君的兩倍，但自己入
行三十多年，C 君就只有三年，長江後
浪推前浪。儀式後子華、C 君及阿佘一
起接受訪問，C 君笑稱剛才說的只是
稿。問到子華認為 C 君是否可做接班
人？子華笑說：「點止接我班，接埋
DoDo（鄭裕玲）班，希望 C 君下次做
埋幕後，捧紅我同阿佘。」C 君即追問
子華是否投資，子華就叫他找 Do 姐，
因她好有錢。問到 C 君是否會寸他，子
華說：「唔係寸，係有火花的對話，我
好鍾意佢，係盲目那隻。」問到阿佘又

是否鍾意 C 君？她即輕撫 C 君臉龐笑
說：「當然鍾意 C 君，佢人好，口才又
好又可愛，而且又請我去佢屋企打邊
爐，不過就比較大汗。」C 君搞笑謂原
本是想叫阿佘夾返一份錢，阿佘就搞笑
謂好彩走得快。對住轉數高的子華和 C
君，阿佘又可會接不住？阿佘自誇說：
「我轉數都好快！他們對我好好。」子
華就讚阿佘轉數快排第一，C 君排第
二，自己則排第三，只不過阿佘沒表現
出來而已。
當晚阿佘邀請了媽媽睇首映，問到子
華可有邀女友來？他說：「自己唔敢請
任何人來首映禮，因為心裡太緊張，朋
友們自己會包場睇戲，不過我唔會陪他
們入場睇，驚自己膽汁都嘔埋出來，原
本以為自己得幾個好朋友，但原來都有
好多朋友。談到打算喬裝入場睇觀眾反
應，他笑言家中有「二撇雞」鬍鬚，若
然大家見有個人「二撇雞」又哨牙就一
■黃子華、佘詩曼、C 君出席《棟篤特
定是他。阿佘笑言自己喬裝的話都會貼
工》首映禮。
上鬍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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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天照被彭敬慈狂
「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彭敬慈、洪天
照及導演溫日良出席網絡電影《燃燒的夏之龍虎
鬥》發佈會，獲好友陳國坤到來撐場。彭敬慈指
他在戲中因腦有問題竟去「勾義嫂」，以致跟好
兄弟洪天照反目成仇大打出手，其中一場在天台
對打，要着皮褸日曬雨淋，又出動刀仔拍足一整
天，雖然拍得辛苦但亦很好玩，而雖然自己有跳
舞底子，但面對是武術指導出身的洪天照，拍動
作戲都會感到壓力。洪天照則笑言不介意戲中被
彭敬慈狂「撻」，也沒有受虐感覺，因彼此拍得
很有默契。
洪天照坦言演出前沒去問父親洪金寶的意見，
因父親從不看他的動作片，即使首次合作電影
《危城》時，做動作導演的父親早已認定身手是
不合格的，到他演出一顯身手後父親才安心下
來，但卻又變成擔心他演文戲。天照表示自己喜
歡拍戲，也會食得鹹魚抵得渴，未來會加倍努 ■彭敬慈、洪天照獲好友陳國坤到
來撐場。
力，並會聽從前輩們的意見。

張繼聰𠱁 番太太

楊思琦與愛女亮相

林明禎望新年能交男友

香港文匯報訊
林明禎昨與熊讚
攜手宣傳台北燈
節、熱跳情人
舞，與數十位情
侶一同歡樂搖
擺，林明禎在
「翅膀燈」前化
身美麗天使，更
被 熊 讚 告 白 ， 單 ■林明禎熊讚攜手宣傳台北燈節。
中央社
身的她笑說希望
新年能有好對象出現，想找個跟熊讚一樣很福氣的男友。
被虧說喜歡靈活的胖子，她笑說：「不要說人家胖啦，但
沒交往過，感覺很有安全感。」
今日就是情人節，她也分享過節經驗，表示之前的男友
知道自己很喜歡吃，情人節就自己下廚，煮了一桌西餐給
自己食。」林明禎說：「比起用錢買禮物，手作卡片或是
禮物更讓我感動，我常收到花，常把花拿來泡澡。」
單身的林明禎初三會和家人去歐洲玩 2 個星期，問到可
有期待豔遇，她苦惱地表示：「歐洲有點遠，對遠距離戀
愛沒太多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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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今日時值情人佳節，亞視《今
晚見》節目另類「放閃」，邀請藝人帶同可愛兒
女亮相節目，洋溢窩心甜蜜之親子情，證明了浪
漫、溫馨、幸福，並非夫妻或情侶所獨有。
日前由梁思浩、李麗蕊、陳彥行主持之《今晚
見》節目，楊思琦大方攜同女兒穎穎亮相、出任
嘉賓，兩母女全程依偎擁抱，母愛關懷無限綻
放。節目並邀請到同樣曾經是未婚媽媽的唐麗球
到場支持，兩位勇敢靚女分享生活喜與樂，高呼
女性獨立自主、愛情親情偉大，場面暖心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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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思琦

■張繼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張繼聰的
太太謝安琪（Kay）日前一段對疫苗的言論
引起大迴響，阿聰表示當然有呵返太太。他
謂其實只是私人群組對話，絕對不是公開呼
籲或推廣，自己與太太對疫苗有共識和相同
睇法：「雖然專家同醫生為保障大家健康而
付出好多努力，但我們兩個對西方醫學係有
唔同睇法，雖然我最近忙拍新戲，但都知道
老婆花唔少心機查證有關流感疫苗的醫學資
料上，明白科學上永遠都會有新發現，但都
要為咗小朋友着想，始終係打入身體度。」
問到可認為政府部門反應過大？他就不評
論政府做法，但對於有些聲音指不是專業就
不要講，他就認為大家可以自由討論，張繼
聰說：「咁拍完部戲後如果唔可以討論就冇
影評，咁 18 歲前都無人專業，咁樣世界好
悶。我覺得對世界上的事可以了解多點同提
出疑問。」他又指太太對攻擊性的留言不會
放在心，都好理性，她只想大家身體健康。
問到會否抽出流出錄音的真凶？阿聰搞笑
說：「冇啦！但我自己會小心點，應老婆時
唔會將仲有幾個鐘先返到屋企講成十分鐘，
費事流出來又引起軒然大波。」他又稱老婆
也沒有因此而退出手機群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