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中國新歌聲》導師 霆鋒揀學員超直接爽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
穎）林奕匡（Phil）近日宣傳
新歌《一世同學》，令他憶起
昔日的校園日子，不過自從升
讀大學後，一班舊同學各散東
西，之前靠社交平台重新聯
繫。
Phil昨日到電台做訪問，他

透露很多舊同學都在加拿大、
澳洲、美國，要見面有一定困
難，但有了社交平台則方便了
解近況。
Phil與公司同事和歌手到瑞
典、英國拍攝和寫歌，當地日
間很長，晚上11時都好光，
加上時差問題，他形容過程既
辛苦又得意：「好夜都未天
黑，每日睡不足6小時，早上
吃過早餐後便把握時間寫歌，
到下午三四點吃過飯後開始眼

瞓，因即香
港的晚上時
間。」儘管
有 時 差 影
響，Phil 對
此行作品表
示滿意，幾
個人寫了逾
20首歌，最高峰試過一日寫
一首歌。
Phil結束這十天行程後，接

着便到泰國和內地工作，問他
和太太有否小別勝新婚感覺？
他笑謂：「不會說分開多些會
更好，其實我們都各有各忙。
（押後造人計劃？）我們計劃
一年後才生BB。」至於會否
跟好友陳柏宇即將出世的B女
上契？他笑說：「他應該有更
好朋友，未輪到我。」

A34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梅馨文 ■版面設計：黃力敬

2018年7月5日（星期四）

20182018年年77月月55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18年7月5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訊 謝霆鋒加入內地選秀節
目《中國新歌聲》第三季做導師，節目
現處於盲選錄影階段，四位導師揀學員
的準則都各有特色，周杰倫、庾澄慶
（哈林）勁互動、李健理性幽默、而霆
鋒就直覺行先。
盲選期間，一位選手一開口，霆鋒就
即刻撳掣轉身，還明確表示：「今年我
要找回男生的荷爾蒙！這種不費力氣的
搖滾嗓子已經很久沒有了，我要找這樣

的聲音。」充分展示出自己直接的揀人
態度。霆鋒話對待音樂從來都是認真，
「如果不是誠懇的話，就會對不起我的
樂迷。」
當另一位選手講到自己的青春期往

事時，同時勾起霆鋒小時候在加拿大
獨自讀書的生活，「小時候在國外唸
書，寄宿學校，全都是外國人，會受
到不公平的對待……」哈林打趣問：
「打得過嗎？」霆鋒亦都搞笑回說：

「就算打不過，瞧不起中國人也一定
要打回去！」

哈林兩年抱兩
此外，昨日有台灣傳媒報道，即將在

月底滿57歲的哈林，跟43歲的主播老婆
張嘉欣今年再度迎來他們的第二個孩
子，預產期為11月，這是他們婚後兩年
抱兩，但有知情人士透露，其實這胎根
本不在兩人計劃之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
穎）董敏莉（Monie）宣佈
造人成功，現已懷孕四個多
月，初期孕吐情況嚴重，令
到這位準媽媽心情低落。不
過Monie不忘自娛，在網上
公佈喜訊，更以「婚姻出現

了第三者」來形容她和老公
的愛情結晶品，一度引起親
友擔心！
Monie表示懷孕初期很辛

苦，「因害喜反應很大，孕
吐嚴重，嘔心頭暈、胃脹，
樣樣齊，無晒心機，所以匿
埋屋企幾個月，幾乎無見親
戚朋友。現時覺得口淡、口
苦，胃口依然欠佳，『佗
B』之後只用清水洗臉，幾
個月無用過護膚品，有時失
落到不洗澡不洗頭，每日食
完便嘔，嘔完就瞓，都幾辛
苦㗎！」
她指首次產檢照超聲波

時，發現子宮長了頗大的子
宮肌瘤：「起初好擔心個肌
瘤會影響BB， 幸好經醫生
檢驗，肌瘤位置暫時沒有影
響BB生長， 不過都要定期
檢查，以防萬一。」Monie
在社交平台上載了BB的超聲
波相片，但她拒絕透露BB性

別：「無論是小王子定小公
主，我哋都同樣開心，我同
老公都想幫BB改個男女通用
的中文名，每次睇呢張超聲
波相都覺得好似粒小櫻桃、
好可愛，仲見到佢伸隻腳仔
出嚟。」Monie自爆老公不
愛上鏡，每次拍家庭照多是
老公的側臉，就像賭神一
樣，現刻她除了電台工作之
外，會專心養胎，她謂：
「會試下播法文兒歌畀BB
聽，又講下生活趣事，最緊
要是BB健康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林書宇執導
新片《夕霧花園》改編自作
家陳團英著名小說，卡士集
結金馬影后李心潔、日本知
名男星阿部寬，日前宣佈於
馬來西亞正式開拍，預計明
年上映。
《夕霧花園》邀來知名演

員張艾嘉、李心潔、阿部
寬、 John Hannah、 David
Oakes及林宣妤、陳瓊華等
人參演，取景地點包括景色
優美的「金馬侖高原」茶
園，成果備受期待。
電影將以上世紀 1950和

1980年代的雙時間軸呈現，
故事以張雲林（張艾嘉飾）
為核心開始，觀眾將看到以
倒敘手法回憶1950年代年
輕的張雲林（李心潔飾）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生活。
妹妹張雲紅（林宣妤飾）的
過世使張雲林陷入罪惡感之
中，此時，她也遇見了日本
籍園藝師中村有朋（阿部寬
飾），協助她打造紀念花
園，並開啟一段揪心的愛情
故事。

馬浚偉「找數」公開與胡定欣床照
香港文匯報訊 無綫劇集《宮心計2深宮
計》在內地平台熱播，近日點擊率更已達到
30億！主角之一的馬浚偉（馬仔）上月曾揚
言《宮心計2》點擊率達30億就上載他與劇
中拍檔胡定欣的床照，馬仔果然言出必行，
在社交平台上載一張「三郎和蓁兒」（馬浚

偉、胡定欣劇中角色）的床照，他更自嘲是
「白皮豬，披着豬皮的狼」。隨後，定欣也
在微博轉發馬仔的床照，留言說：「其實我
轉發你張相咪得囉，30億，30億，30億……
到大結局會破40億，或者會更多嗎？到時我
哋又要做咩嚟報答觀眾」，似乎有所苦惱。

李心潔阿部寬合拍新片

突說婚姻現「第三者」董敏莉宣佈懷孕

四哥表示以前吃的都是
兩三頭的大鮑魚，兒

子霆鋒小時候也吃了不少他親
自煮的鮑魚，現阿仔偷了他的
廚藝。近期是否少見了霆鋒？四
哥裝作生氣笑說：「他連記者都搶
晒，我無得撈，記者又唔理我！」

記者指霆鋒其實也愛錫四哥，問
有否再買樓給他？四哥答謂：「再買
來做什麼？他費事我走來走去，搬來
搬去，不過層樓遲早都是他的，也是
了他一個心事。」可買多層給收租？
四哥笑說：「我無錢要使，年紀老了
又什麼都有，我好慳，霆鋒那麼多錢
因為我無使過，也不知去哪裡使，我
車又有，船又玩過，算啦，我好少浪
費他的錢！」是覺得阿仔賺錢辛苦？
他即笑說：「不理啦！我舊時搵錢不
辛苦嗎？」

認單身生活好悶
四哥表示習慣兩星期會見一對孫

仔，是很有規律的，但他說：「都是
我們去看他倆，根本阿爺是誰他倆也
不知道，他們沒來探我，可能到他們
十歲後大個一點才懂，不過見見他們
在玩，自己個心就好甜！」至於「新
抱仔」王菲又可有來探望？四哥笑指
要探都探霆鋒，他不會參與。會否想
阿仔再結婚？他說：「這是阿仔的私
事，我梗係想他好開心做人啦，這不
需要問！」之前有傳四哥跟上海女友
Coco分手，問他無拖拍是否很悶？
四哥直言：「真係好悶，之前有同親

朋戚友講我一個人住一間屋，起身對
住個海，飯又一個人食，好枯燥似坐
監般，有少少工作做我會開心點，之
前《12道鋒味》有叫我出吓鏡，收
返兩個錢使吓，不用一條冷，間屋又
大！」
問到若有旅遊節目再邀與曾遭他

掌摑的曾江合作又會否答應？四哥即
大爆內幕：「黐線，不知幾friend，
嗰陣做戲啫！」但修哥胡楓以身去擋
眼鏡也飛脫？四哥笑說：「真到不得
了哩！他自己做的，他用手指撳住副
眼鏡，好戲呀老戲骨，嗰巴係問晒我
哋四個，叫我去做，擺我上枱，我無
所謂，好威嘛，就醒一巴幾過癮，點
知後來個個指住我鬧，幾陰公。」那
有否請曾江飲茶補數？四哥笑笑口
說：「點止飲茶！打完當晚請他食雪
糕啦，等他塊臉冷一點！」四哥笑指
就是要出盡辦法去宣傳：「我好無辜
㗎，係我謝老四咁蠢，本來係叫胡楓
做，但他講嘢都𠵱 𠵱 呀呀，鬼聽佢
咩，咪我做埋呢啲衰嘢囉！」

家燕姐婆媳關係好
薛家燕任鮑魚代言人為期兩年，

之後該品牌再推出月餅，她笑指自己

做代言的產品銷量一向好
高，老闆懂找她認真聰
明。問到也收聰明價？家燕
姐笑指是收精明價。
談及剛娶新抱，婆媳相處如

何？家燕姐表示也很開心，新抱
都叫她做媽咪感覺多了個女，而
新抱從事幼
兒教育，稍
後都會去其學
校幫手。但會
否怕一起工作
有意見不合？
家燕姐表示有
拗撬才好，因
不是自己一人
話事，而且她
向 來 不 罵 子
女，新抱更不
會罵：「我和
新抱已經相處
了近兩年，大家
都好好，我不強
硬又不專制，不
是個野蠻奶奶，
是燦爛奶奶才
對！」

林奕匡認與妻各有各忙

爆當日
掌摑曾江
只是做戲

謝賢謝賢呻無辜呻無辜
為被擺上枱挨罵為被擺上枱挨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四哥」謝賢前晚出席鮑魚

宴。有傳四哥跟上海女友Coco分手，他坦承現時無拖拍的

生活很悶又枯燥，有少少工作做會開心

點。問他若有旅遊節目再邀與3年前

遭他掌摑的曾江合作又會否答應

時，四哥即大爆當日其實只是做

戲的內幕，他直言自己是被叫

去做的，被擺上枱後更要被

罵，覺得好無辜，真陰公！

■■董敏莉現已懷孕董敏莉現已懷孕
四個多月四個多月。。

■董敏莉表示，和老公想幫
BB改男女通用的中文名。

■■霆鋒揀學員直覺行先霆鋒揀學員直覺行先。。

■■馬浚偉上載馬浚偉上載「「三三
郎和蓁兒郎和蓁兒」」的床的床
照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哈林哈林((後排右後排右))與主播張嘉欣與主播張嘉欣
((前排右前排右))前年結婚前年結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林奕匡林奕匡

■■左起左起：：胡楓胡楓、、
謝賢謝賢、、狄波拉及狄波拉及
狄波拉老公鬍鬚狄波拉老公鬍鬚
KongKong前晚一同前晚一同
出席晚宴出席晚宴。。

■■薛家燕自封薛家燕自封「「燦爛奶奶燦爛奶奶」。」。

■■謝賢坦認無謝賢坦認無
拖拍很悶拖拍很悶。。

■■謝賢當日怒摑曾江謝賢當日怒摑曾江，，原來只是一場戲原來只是一場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心潔李心潔 ■■阿部寬阿部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