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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
全）陳豪（阿Mo)與太太陳
茵媺(Aimee)昨日出席「盛湯
廚房」義賣慈善活動，陳豪
拖着太太出場，又說太太是
女神所以為她挑選「神級fu-
sion湯」，之後又餵太太飲
湯，Aimee一臉甜到漏說：
「好甜！」司儀森美取笑
說：「看Aimee眼泛淚光，
到底是湯好甜還是老公好
甜？」Aimee笑答：「湯好
甜，老公餵更加甜呀！」兩
公婆合照時，森美又走過去
一起拍照扮搶走陳豪說：
「我是第三者！」
提到森美做了「第三

者」，阿Mo笑說：「兩個
也是我的人，我們在《誇世
代》合作太耐了，有森美實
在太開心！」問Aimee會否

吃醋？她笑說：「吃醋？不
會啩！有他氣氛好好，都常
在活動合作！」而阿Mo兩
公婆平日甚少出街吃飯應
酬，社交近乎零，因工作和
家庭已佔用他們所有時間，
不過母親節會去慶祝。問到
是否常讚賞太太？Aimee笑
說：「All the time ！」阿
Mo則表示不會常對太太甜言
蜜語：「不是不氹，常常氹
就不真心，好似我就好真，
不為氹而去講，常講會不知
堅定流！」Aimee聽到即笑
笑口說：「Oh，my good-
ness ！這樣會特別一點！」
再問當年阿Mo講了哪一句
就肯嫁他？Aimee笑言好難
答，阿Mo亦笑謂不告訴大
家！Aimee又有否回禮讚老
公？她表示不覺這是讚賞，

阿Mo解釋：「我們教小朋
友都是這樣，做了好的事情
要鼓勵，給予正面獎勵和認
同，否則會很沮喪和負面，
我們是正面家庭很陽光的，
會灌輸正面思想！」

中央社電 瓊瑤戲劇御用
導演劉立立病逝令影視界不
捨，久未公開露面的資深影
星秦漢昨日出席回顧展追
憶，更朝劉立立的看板獻
吻，而這一吻，也可說是獻
給彼此共度那段辛苦又美好
的歲月時光。
超過10年未公開露面的秦

漢受訪表示，劉立立是令人
尊敬的導演，甚至會看到她
在片場掛着點滴拍戲，而劉
立立也是十分重感情的人，
「只要幫助她就會永遠報
答」。秦漢說：「起初劉立
立是新導演時，我仍接受邀
約拍戲，之後劉立立一找到
機會便會和我合作。」

秦漢想起年輕時與劉立立
共同拚搏的歲月，訪問過程
中，說着說着便忍不住轉向
身後劉立立的背板「親」了
下去。「看到她開朗的笑
容，就想起以前拍戲的時
光」，秦漢這一吻，可說是
獻給2人共同度過那些辛苦
又美好的那段歲月時光。

現年34 歲的2008年香港小姐亞軍陳倩揚與
丈夫陳浩然結婚7 年，育有分別6歲及3

歲的兒子陳羲廷及陳羲穎，早前宣佈懷第3 胎喜
訊，預產期7月，將迎接第3位家庭成員。將於暑
假生BB的倩揚，早前宣佈佗B女。懷第三胎的倩
揚，開心分享今次佗女心情。倩揚坦言今胎是計
劃之中，因與老公鍾意熱鬧大家庭，仲唔排除生
完呢胎，繼續再生。「今次佗女真是最好的母親
節禮物，今胎是計劃之中，因與老公鍾意熱鬧大
家庭，所以結婚的時候，已同老公都有共識，至
少生兩個。」

造人一擊即中
早已是2子之母，陳倩揚今次佗女特別
容光煥發，明艷照人。倩揚自爆自己
今胎也變得貪靚，故買下不少靚

靚大肚裙，去影相留倩影。
「現在大仔6歲，二仔

也將近3歲，今
次懷孕

是在計劃之內『開工』造人，也算是一擊即中。懷
孕初期，我同媽媽去旅行，媽媽話我睇落唔同咗，
問我係咪有咗BB，我當時仲話未有BB，點知旅行
回港後，我再check，就確實自己有咗BB。仔定女
對我們來講真係冇所謂，最緊要一切正常、健康。
生女係大家都好期望發生的結果，成件事就會好圓
滿，我同老公都好感恩。今次佗女，我頭3個月孕
吐都不算嚴重，但始終自己已經34 歲，知道懷孕
後都做咗好多檢查，以確保BB一切健康。可能今
次佗妹妹，自己變得好貪靚，可能之前佗仔時比較
少打扮，今次扮返夠本，買了好多條靚靚大肚婆
裙，以備工作同影相做訪問都靚樣示人。」

兩子不呷妹醋
陳倩揚身邊不少朋友都已經有第二胎，也常聽友

人呻再次懷孕，家中首名小朋友會變得呷醋，常常
怕BB出世後，會霸住媽媽，會變得情緒反常。問
到倩揚可有此煩惱？她表示兩個囝囝已知道屋企將
會有新成員，而細佬(羲穎)好搞笑，要自己唔好叫佢
細佬，因為已經係哥哥。當倩揚嗌哥哥(大仔羲廷)
時，細佬會問倩揚嗌邊個，日日都好多笑料。

倩揚說：「預計暑假會坐月，現時我會把
握時間陪兒子，怕生完之後，他們

會覺得被冷落。有時我都
要小心啲，因為佢

好熱情，又
話聽到

『Bulu Bulu』聲。而我每日返家，哥哥、細佬都
會爭住攬我，好得意。現在7個多月，開始洗
衫、洗奶樽，他們會幫手，細佬反應特別
大，始終哥哥之前已經歷過一次，細佬
話要幫手餵奶同換片，細佬好
Sweet，朝早一瞓醒擘大眼就嗌
『BB、BB』，仲會伏喺我
肚度。」倩揚又爆兩個
囝囝每日爭住送抱，
親近肚裡的妹
妹，Sweet到
爆！

母親節收大禮如願佗女母親節收大禮如願佗女

陳倩揚陳倩揚

不排除再生不排除再生今天是一年一度

的母親節，不少孝順仔、孝順女當

然要趁機慰勞吓偉大的媽媽啦。處處頌讚

媽媽好，已是2子之母的陳倩揚今年母親節收到份

大禮，就是如願佗女。而倩揚也因佗女變成貪靚媽媽，買下不少大肚裙。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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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適逢今日母親節，香港電台第一台
《舊日的足跡》節目主持車淑梅，請來金像影后毛
舜筠接受訪問，大談與家人的生活點滴。毛舜筠坦
言每次獲獎項提名都有如打麻雀，固然希望勝出，
落選亦會自問為何運氣差，但每次失落後望到女兒
的照片，便感到安慰，因為兩個女兒就是她人生最
大的獎項。毛舜筠更憶述自己曾兩次在簽約演出舞
台劇後發現懷孕，但為了女兒的幸福，她寧願辭
演。被問及成為影后後的計劃，毛舜筠期望日後能
多拍以女性為主題的電影。
每當談及女兒，毛舜筠都不自覺地嘴角上揚。她
直言最怕父母對子女說「我咁辛
苦湊大你」的說話︰「其實
作為父母，付出是很快樂
的事，因為看到孩子快
樂，所以我們也快樂。父
母是否地位最高呢？我
倒不覺得，這是一
種愛的互動。我
對女兒做錯事的
話 ， 我 會 道
歉，然後將

事情好好說一遍，每
次關係都會再昇華。」
愛情路上經歷不少的毛舜筠，對

女兒的感情生活只有一個要求，上大學才
可以談戀愛。大女在大學二年級、19歲時便告之拍
拖，毛舜筠對此感到很高興，更着急問女兒何時介
紹對方給她認識。而細女尚就讀中學，但剛有男
朋友，毛舜筠憶述細女有一天約她聊天，因怕
媽媽反對拍拖而淚流不停，但毛舜筠直言內
心十分高興和感動，因為女兒都重視自己
的認同。她指女兒的男朋友都是她喜歡
的類型，讀書成續好，為人又乖，
笑言女兒反而會介意自己常
常提及她們的男友。

毛舜筠為女兒辭演舞台劇

香港文匯報訊 奇妙娛樂新
聞母親節特輯，邀請到剛宣佈造

人成功的利嘉兒，她將於節目中分
享即將成為人母的感受，希望為觀眾

帶來一個溫馨的母親節！早前，利嘉兒
於社交平台上宣佈自己已懷孕四個月，她與

丈夫結婚八年終於造人成功，她坦言一直不敢
抱太大期望。問到得知懷孕的心情，她表示不敢
相信：「一開始同老公都唔敢表現太雀躍，直到
第一次照超聲波，見到有郁動、手仔腳仔，當刻

就好激動！」利嘉兒表示會帶着感恩的心以及滿
滿的愛期待寶寶的來臨。為慶祝母親節的來臨，
奇妙電視更特地準備了嬰兒禮物給她，令她驚喜
萬分：「係第一份BB禮物！好開心！」

決定剖腹生產
為了考驗利嘉兒對嬰兒護理的認識，節目特別

請來專業的陪月導師向她傳授照顧嬰兒的技巧。
但利嘉兒自誇心理質素高，對嬰兒的基本護理已
非常了解，相反，在旁的主持嚴崇天雞手鴨腳，

場面搞笑。利嘉兒已屬高齡產婦，聽醫生建議後
決定剖腹生產 ：「尤其係高齡產婦，醫生都建
議開刀安全。我一唔明就會問醫生！」

香港文匯報訊 昨天是汶川
大地震十周年。校長譚詠麟
帶領一眾香港明星足球隊隊
員，包括陳百祥、張兆輝、
李子雄等，飛到四川進行一
場探訪慈善賽。
對手是由四川名嘴李伯清牽

頭的四川明星隊。賽事在成都
大學內的足球場舉行，最後香
港明星足球隊以2比0勝出。
最出人意表的，是曾志偉在比
賽中場時段突然在球場出現，
引來熱烈歡呼！志偉昨天可謂
風塵僕僕，他除了一早出席福
幼基金會在成都的活動外，便
趕往球場，連熱身時間都沒
有，便要落場作賽，但他的努
力當然有回報，原來「成都藝
高旗艦文化娛樂有限公司」與
明星隊為他主理的福幼基金會
籌了20萬人民幣善款，答謝福

幼基金會一直為四川地區社
群，作後續支援的工作。
譚詠麟和陳百祥、歌手趙浚

承等前天出席了一個分享會，
四川成都社群為感謝校長及各
藝人十年前的無私協助與鼓
勵，成都經十年發展後，成為
了音樂之都，特別感激校長許
下的承諾，十年後真的再領明
星隊到成都探望，大家都喜出
望外！

利嘉兒高齡產婦顧慮多

秦漢不捨劉立立

明星足球隊赴四川作慈善賽 森美扮做「第三者」陳豪不常對太太甜言蜜語

■陳倩揚懷感恩的
心，迎接BB出世!

■■嚟緊暑假將生嚟緊暑假將生BBBB，，倩揚趁行倩揚趁行
得走得得走得，，多陪多陪22個仔去街個仔去街。。

■囝囝最愛
伏在倩揚肚
度，同妹妹
傾偈。

■森美扮做陳豪（中)與陳茵
媺(右)的第三者。

■■利嘉兒於節目中分享利嘉兒於節目中分享
即將成為人母的感受即將成為人母的感受。。

■毛舜筠接受車淑
梅訪問，大談與
愛女關係。

■■倩揚同老公都愛大家庭
倩揚同老公都愛大家庭生活生活，，不排除再生不排除再生BBBB。。

■■秦漢秦漢
■譚詠麟帶領一眾香港明星足球
隊隊員到四川進行慈善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