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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兩位幸福人妻陳
凱琳（Grace）和單文柔（Phoebe）、韋家雄和太
太、蘇志威昨日出席結婚服務活動。宣佈懷孕後的
Phoebe 首度現身公開場合，穿上紅色鬆身裙配平底鞋的

■陳凱琳摸
單文柔的孕
肚沾旺氣。

她，仍未見肚，而 Grace 見到這位「準媽咪」即送上擁抱，
又摸她的肚沾旺氣，Phoebe 就透露想生個「小煎
pan」，但當想到兩個「煎 pan」性格一模一樣
■韋家雄和太太恩愛現身。

時便很難處理！

■蘇志威出席活動。

陳凱琳摸孕肚沾旺氣

單文柔最想生

「小煎
「
小煎 pan」
pan」

陳凱琳也想為老公鄭嘉穎早
日生 BB，所以見到 Phoe-

be 時便摸對方的肚沾旺氣，問
她是否想盡快做媽咪，她笑說：
「順其自然就最開心，覺得
Phoebe 公佈喜訊嗰刻好靚，一
起上載同一張相，低調得來可以
表達到他們的喜悅。」Phoebe
即時向 Grace 送祝福：「下一個
到你。」
問到 Phoebe 現在懷孕多少個
月，她未有正面回應：「剛可以
同大家分享，等我見醫生了解清
楚後便詳細同大家講。自己懷孕
初期常感到不舒服，會作嘔和容
易疲倦，現在狀態比初期好，所
以展鵬都好放心我出來工作，
（已經要着平底鞋？）其實準備
好兩對鞋，但另一對太高，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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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

決定着平底鞋，（展鵬有否幫你
按摩？）他很好，當我半夜腳抽
筋或麻痹時，他都會幫我按，他
平時都有幫屋企人按，手勢不
錯。」

呻嘉穎無時間去旅行
問到 Phoebe 喜歡仔定女時，
她笑言：「喜歡仔，想有一個
『迷你小煎 pan』，但想到兩個
性格一模一樣時，倘若他們同一
時間遇上同一問題，我便很難處
理，不一樣便較易控制，（一個
大 Pan 已難 Handle？）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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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喜歡女兒多一些，其實生男生
女都開心。」
問到 Grace 和老公是否也在努
力中，她表示：「老公當然想要
BB，仔女都好，生仔便可教他
打網球，生女如同小公主，可以
嗲爸爸，（請教生 B 秘方？）仲
未有時間請教 Phoebe。」Phoebe 即 場 提 供 貼 士 ： 「 順 其 自
然，不可以有壓力，」大家提議
Grace 和老公去下旅行，Grace
笑說：「我都想去旅行，但嘉穎
有很多工作在身，我也想跟他一
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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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
匯報訊 《絕色莫文蔚
25周年世界巡迴演唱會》日前
在蘇州奧林匹克中心體育場舉行。
蘇州對於莫文蔚來說是個無比熟悉的城
市，除了三年前曾在蘇州開唱，前年和去
年還分別在蘇州錄製了整整兩季《天籟之
戰》，每次都駐留長達三個月，這回再次來到
蘇州，確實有點回到家的親切感覺。
這次在蘇州，莫文蔚換上新服裝，讓觀眾眼前一
亮，隨開場曲熱烈飛舞的豹紋裙已讓粉絲激動不
已，脫下裙裝後，一襲綴滿亮片的緊身衣更是美艷。
這套新戰衣是由意大利著名設計師 Roberto Cavalli 創
立的同名服裝品牌為莫文蔚量身定做的，全球僅此一
套。
眾所周知，蘇州是昆曲的發源地，曾學習昆曲的莫文
蔚，在這次的演唱會中也不忘露一手昆曲絕招。將一段
精磨細研的昆曲專門獻給蘇州。在安哥環節進行到一半
時，莫文蔚還邀請她的老公 Johannes 上台，與中國常
熟世界聯合學院的創辦人一起，為學生送上助學金。
正在學習漢語的Johannes更說：「我覺得莫文蔚是世
界上最好的歌手，但她也是世界上最好的
太太。」莫文蔚開心地笑
着回應：「你是世
界上最好的老
公。」大晒甜
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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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憙首演大型音樂劇

梁詠琪陳曉東捧場力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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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昨日出發赴英國拍外景。
坤昨日出發赴英國拍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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罵退，他又表示剛才來機場時於龍翔道
遇上車禍，覺得已應了一劫，故相信英
國之行會得以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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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澤叫張曦雯做媒人

吳業坤惡補外語做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 留在上海兩個多月備戰舞台音樂劇《愛在星光里》的陳明憙（Jocelyn），上
周該劇終於在當地正式公演。由陳少琪擔任藝術總監、編劇、作詞；金培達負責音樂總監
與作曲；還有奚仲文擔任美術顧問，三大強勁陣容，配合內地知名台前幕後班底，令
一連四場的《愛在星光里》座無虛席。
首次踏足舞台，Jocelyn 獲不少前輩遠道從不同地方飛來上海力撐，包括
梁詠琪（Gigi）、陳曉東、許茹芸、唱片監製葉澍暉等，有份在台下欣
賞《愛在星光里》的 Gigi，更被故事感動得當場落淚。Gigi 說：「同
少琪識咗好多年，睇住佢兩年前構思呢個音樂劇，見到佢一步一
香港文
步行到今日正式公演，真係好感動，而且 Jocelyn 演得好好，
匯報訊（記
睇得出佢下咗唔少功夫。」
者 李慶全）黃宗
完成了四場的演出，Jocelyn坦言還有很多不足之處需
澤（Bosco）、張曦
要改善：「我對自己會有要求，希望一場比一場演
雯 （Kelly） 與 吳 業 坤
等昨日赴英國拍攝網劇
得更加好、更加放，最開心係參與今次音樂劇，
《飛虎之雷霆極戰》外景，
過程學咗好多嘢，對我日後嘅音樂事業會有
張曦雯坦言很怕冷，故帶了兩大
一定幫助，再加上戲裡面我飾演嘅角色馬
箱行李，上機前更已出動大褸，反
琳，對愛情好盲目，某程度同我對愛情
之 Bosco 向來只怕熱，帶了一箱行李已
的態度好相似，所以演出時分外投
足夠。
入。」明年初，《愛在星光里》
■莫文蔚邀請老公
Bosco 透露此行共拍 8 天，主要是拍跟 Kelly
會在內地作巡迴演出，已落
Johannes上台
Johannes
上台。
。
重遇的戲份，當中沒親熱戲或動作場面，他很羡
實在北京、廣州公演。
慕 Kelly 只拍首尾兩天，其餘時間可去購物和觀光，
所以也吩咐她留意好的餐廳。Bosco 被問會否想認識外
國女生？他笑謂：「我也懂一點英語，且多交一些些朋友
亦沒關係，我知道 Kelly 有朋友在英國的，都有叫她介紹朋友
給我認識！」
香港文匯報訊 容祖兒與李
張曦雯被爆多艷遇
克勤日前獲邀出席「第 34 屆大眾電影
Kelly 倒表示沒想過會有艷遇，Bosco 即大讚她是「女神」，
百花獎頒獎典禮暨第 27 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
艷遇無處不發生，像在港拍外景，她最少有 3 次將手袋或電話
節閉幕式」。以低胸 one piece 裙上陣的祖兒演唱歌
遺留在車上，每次司機都專誠送回拍戲現場給她，要是他遺漏
曲《小小》。作為內地演員霍思燕與杜江囝囝「嗯哼大
了，定沒人會幫忙。坤哥拍劇至今，首次有機會出埠拍外景，
王」頭號粉絲的祖兒，還第一時間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出
他笑指自己終於能以英文名「James」走向世界其他
post 恭喜杜江獲得「第 34 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男配角」兼
地方，他還自己專程去補習英語作準備，方便
晒後台合照。而克勤當晚就唱出《護花使
他到埗就可以識女仔，他笑指外國人應該不
者》，向中國電影的「護花
知「偽毒」的意思，相信自己成功的識女
使者們」致敬，當經典前
仔機會大大提升。他透露在劇中演 Bosco
奏響起時，觀眾即 high
的契弟會有不少對手戲，他即哼着 Bos爆，全場氣氛熱烈。
co 的歌詞表示希望跟對方「好好地相
■祖兒(左)晒與
處」。重提他曾於法國撞鬼的經歷，他
杜江(中)的後
表示現心𥚃 仍有餘悸，不過卻笑指自己
台合照。
講英文粗口也很流暢自如，應可把靈體

■莫文蔚換
上綴滿亮片的緊
身衣示人。

舞台劇演馬浚偉媽媽

顧美華壓力大消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馬浚偉與顧美華昨日到商台宣傳
明年一月公演的舞台劇《生前約
死後》，目前售票情況不俗，有
機會加場。自言是舞台劇新人的
美華姐表示壓力很大，擔心做得
不夠好，以致身體消瘦不少，她
笑言現在是「火柴人」，馬仔已
準備為美華姐煲湯補充一下。
馬仔邀請美華姐飾演他媽媽，
他表示：「初中時看時美華姐演
出《似水流年》，已覺得她跟我
媽媽相似，她具備仙氣，猶如自
備外景燈，所到之處都有道光伴
隨着。我媽媽是因癌病離世，自
已當時打擊很大，一直都想寫關
於媽媽的故事，美華姐同樣經歷
過連失三位親人的感受，她才真
的堅強，其實我們在最後只得一
場對手戲，內容很感人，必定睇
到喊。」
他們已開始排戲，馬仔無奈
說：「當中不少對白好想聽到媽

■顧美華

■馬浚偉

媽對我講，好似『要接受媽媽離
開好難，你愈愛媽媽就愈痛』，
現在從美華姐口中說出來，我都
驚到時會爆喊，之前排戲時，副
導演及其他演員都被感動落淚，
但亦有些場面是笑翻肚皮。」問
到美華姐是否被劇本打動答應演
出，她謂：「是同理心把我們牽
連在一起，馬仔又乖又勤力，聰
明兼孝順，我不介意有這樣的兒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