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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怕女友單文柔沒人照顧，寧願對方比自己早死。

文柔配搭衣服，飾演和珅的陳展鵬雖然劇中最終要死，更揚

已，名副其實又食又拎。情深的陳展鵬透露自己常靠女友單

前幕後吃飯，張國強更送名貴茶葉給各人，令大家開心不

局，一班演員相約食飯齊齊看結局，並由眾主角夾錢宴請台

等主演的劇集《天命》前晚播映兩集大結
嬅、陳自瑤 (YoYo)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由陳展鵬、譚俊彥、李施

■ 陳自瑤早前
帶女兒和家人
到日本旅行。
到日本旅行
。

■單文柔

■《天命
天命》
》一班演員相約食飯齊齊看結局
一班演員相約食飯齊齊看結局。
。
展鵬不介意出錢請客，因為拍攝過
陳程大家都很艱辛，但合作愉快。提

到另一主角譚俊彥昨日生日，展鵬笑
言可以一舉兩得：「大結局和珅要
死，所以皇上他最開心，因為我搞足
他 28 日，他終於不用鼓起泡腮，我都
不知他生日。」笑指展鵬現在只記得
女友單文柔的生日，他笑道：「是
的，在心中。」問他為何不帶女友來
一起看結局，是否不想讓女友看他死
狀？展鵬說：「不行。將來我想她死
先過我，因為我可以照顧她。而且她經
常指我年紀大，人生經驗豐富，但不一
定年紀大就會照顧人。」
記者笑展鵬拍拖後要女友照顧，他解釋
男女之間可以互補，一凹一凸就最好。展鵬
又借機會示愛大讚女友，無論在廚藝和服飾
方面都有很多想法，他也不介意做對方的白老
鼠，說：「我衣着方面經常成為大家話柄，今
次一身簡單服飾都是她幫我配搭；至於會否出
事就要到台慶那些大騷的服飾才知，不過，若出
事都不關她事，可能是我carry不到。」
■李施嬅希望張國強拿
最佳男配角。
最佳男配角
。

李施嬅潛水影鯊魚感震撼
■展鵬大讚女友單文柔無論在廚藝
和服飾方面都有很多想法。
和服飾方面都有很多想法
。

李施嬅剛去完美國參加鯊魚周返港，她表示今
次以大使身份幫手宣揚保育，更潛入水底十多米與

吳宗憲提攜愛子鹿希攻小巨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植植）台灣「綜
藝天王」吳宗憲（Jacky）首攻蛋叫好又叫
座，前日安哥時他感動忘情大叫：「我愛
你們！」閃着淚光的告白，令 1 萬 1 千名粉
絲瘋狂吶喊，不忍離去，令人見識到「Local King」的堅強魅力！憲哥在演唱《笨小
孩》時突然現身 VIP 席，與席上所有好友
合唱。當年與吳宗憲合唱《屋頂》出道的
溫嵐（Landy）一炮而紅，她一連兩天前來
力挺憲哥，深情重現經典《屋頂》，小巨
蛋瞬間變成萬人 KTV，她感性說：「《屋
頂》是我19歲時唱的。」

憲哥內舉不避親，偕女兒 Sandy 上台合
唱，並語重心長感嘆，這段叫做 Fan＆
Family，顧名思義就是粉絲永遠放在家庭
前面，代表孩子成長過程中爸爸忙於工
作，所以對於 Sandy 小時候只能在電視機
裡看到爸爸感到抱歉，父女情深又合唱
《兩人的畫像》，背景 LED 秀出兩人的漫
畫塗鴉，再漸漸變幻出兩人的臉孔，最後
整個舞台上滿滿是憲哥和粉絲的合照，這
是演唱會前藉由網絡活動徵求來的照片，
共有 400 張觀眾和吳宗憲的合照，映照出
憲哥將自己時間、精力都奉獻給工作和粉

近廿條鯊魚拍照，她說：「那些鯊魚的體積是我的
兩倍，開始我都有點驚，因為牠們很輕易就可以食
掉我，但牠們沒有傷害我，其實牠們也不喜歡吃人
類，所以今次的經歷對我來說很震撼。」
提到劇中演技和服飾大獲讚賞，李施嬅坦言開
心得到大家的認同，因為她也很久沒有劇集推
出，並說：「有很多粉絲都替我不值，話我入行
十幾年都沒有獎，希望今年有機會，信心都提升
不少。」記者笑李施嬅，要拿獎就要先「搞掂」
好姊妹胡定欣、姚子羚。她也笑道：「不用，定
欣和子羚都拿過獎，我反而希望張國強拿《最佳
男配角》，因他劇中要長期黐鬚扮老，演技又
好，希望他得到大家的認同。」

YoYo望一家三口去旅行
陳自瑤早前帶女兒與家人到日本旅行，結果曬
黑了不少回來，她解釋因當地天氣炎熱，雖然塗
了很多防曬用品都沒效。雖然今次老公王浩信沒
有同行，但 YoYo 表示女兒玩得很開心，也是女
兒首次到日本，買了很多小朋友的東西。問到何
時與老公王浩信一家三口去旅行，YoYo說：「都
想的，盡量吧，我有時間就我帶，他要拍劇時間
上難遷就。」至於女兒去旅行有沒有投訴爸爸未
有同行，YoYo稱女兒沒有詐型，因為小朋友有得
玩就可以，並笑道：「有時她跟其他人去玩時，
連阿媽姓什麼都不記得。」

雨僑
蜜月工作拍住上

絲。
節目來到最高潮，吳宗憲和 Sandy 一起
呈獻吳家的驕傲，介紹家族成員鹿希派
上台，憲哥 19 歲的兒子，目前就讀美
國 波 士 頓 柏 克 利 音 樂 學 院 （Berklee），成為王力宏的學弟，他一連
演唱三首自創的嘻哈歌曲《Not a
Problem》 《Morning》 和 《Color》，虎父無犬子，頗具大將之
風，接着又與憲哥旗下新人斯
亞合唱《Famous》，充滿新
生代的氣息。

▼吳宗憲、女兒吳姍儒及樂隊「咻比嘟
嘩」於慶功宴上切蛋糕祝賀演出成功。

■雨僑及羅力威近日終
於展開了蜜月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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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實習記者 張雅婷 ）結婚
已近半年的小夫妻雨僑及羅力威，婚後一直
各自忙於工作，來到近日終於展開了雨僑命
名為「度蜜年」的首個沖繩石垣島蜜月旅
行。在這個 Social media 的年代，這對小夫
妻也是需要繼續經營自己的平台，雨僑笑言
只要有網絡和相機，就要繼續工作！當然半
工作、半留回憶下，影相成了蜜月旅行的一
大重點，平日網上雨僑分享大量靚相，她直
言老公是靚相的幕後功臣。
「今次影得最多是 IG 上的『follow me系列』，老公其實最討厭
幫我影呢種相，因為一隻手要拖
住，一隻手又要拎住部極重既相
機，搞到影嗰時會好『呢hea』，
有好多失敗之作！不過經過長年
累月的訓練後，佢已經上晒手，
同時想我幫佢影番；但男人同女
人影相好唔同，我要企到勁遠先幫
■ 羅力威不吝
嗇為索
到佢影，又曬又熱差點中暑，才影
妻雨僑拍靚相
。
到一兩張合佢心水，男人都唔係冇
要求！」

▲吳宗憲、兒子「鹿希派」及女兒吳姍儒。

香港文匯報訊 馬浚偉同胡定欣日
前去加拿大多倫多開演唱會實行搵真
銀，今次係胡定欣第一次到多倫多開
演唱會。主辦方非常落重本，仲同
TVB 買版權做 1:1 劇照人型紙牌給觀
眾影相。
胡定欣笑言多倫多的觀眾表示雖然
電視劇集已經大結局，但係當見到自
己劇照人形紙牌，觀眾就話感覺套電
視劇仲未播完好有代入感，好似又再
繼續一齊追劇一樣。胡定欣說：「尤
其見到個劇照，就令大家諗返劇集裡
面登基做皇帝皇后的情景，他們好似
一齊參與儀式觀禮一樣，搞到我好感
動，真係估唔到呢套劇，會有咁大威
力同影響力。」
演出嗰陣令到胡定欣好感動是因為
觀眾非常之熱情，觀眾衝晒上台前面
影相，然後落台握手時，觀眾亦都爭

相來握手。
今次除了工作之外，定欣亦都乘機偷
空畀自己休息一下，主辦單位仲特登帶
各人去旅遊景點睇尼加拉瓜瀑布，同埋
去譚詠麟推介的生蠔餐廳食嘢。

■胡定欣同馬浚偉在加拿
大多倫多開演唱會。
大多倫多開演唱會
。

林欣彤「輕聲」護聲帶

多倫多登台
胡定欣嘆阿倫推介生蠔餐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因聲帶
勞損失聲的林欣彤(Mag)昨日到電台宣傳，
她「輕聲」透露 12 月 21 日會舉行入行 8 年
來的首次個人演唱會，現在要專心保養聲
帶，希望到時有最好的狀態，說：「如果
不是有工作的話，都會盡量少說話，而且
要多做運動練氣。」笑問歌衫方面
有否性感舞衣？Mag 坦言未知安
排，不過開騷消息一傳出去，
身邊朋友和粉絲都已表示會買
票支持，令她非常開心。
提到年底正是老闆王祖藍
太太李亞男的預產期，到
時祖藍恐怕未必能入場欣
賞，Mag 笑言也不清楚，
到時不介意直播演唱會給
老闆看。日前 Mag 與粉絲
舉行大型生日會，問到正
日生日有沒有男朋友相伴時。她
表示現在單身沒有男朋友，會否
感到寂寞時？她說：「以前細
個會覺得幾慘，但現在不會，不
是因為被前度傷害過，只是人長
大了有自己的空間，感覺很自由沒
■林欣彤
人管。」

譚嘉儀邀阿康做「愛情玩家」
香港文匯報訊（ 實習記者 張雅
婷 ）譚嘉儀日前為新歌《甜言騙局》
拍攝MV，「呢首歌由自己一手負責
曲詞，都係自己以前的親身經歷，曾
經識過一個男仔，看似對我好認真好
真誠，甚至為我們計劃好將來。 佢
無微不至對我非常之好，完全唔會覺
得佢係一個愛情玩家。」
今次 MV 入面男主角找來好朋友
周志康扮演， 嘉儀笑說：「當初要

諗搵邊個做的時候，即刻諗到阿
康，只係同佢好熟唔會尷尬，而佢
演技又好好，仲好靚仔！」
今次拍攝最辛苦難忘的一幕，就
是要在中環碼頭穿上很大的公仔
衫，但其實是 MV 內容的一個橋
段。「途人又唔知我原來在公仔裡
面，只係好想同大公仔影相，天氣
又超級熱，所以這一幕印象非常深
刻。 」

■譚嘉儀
日前為新
歌《甜言
騙局》拍
攝M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