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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為工作押後旅行計劃

祖藍：二人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王祖藍、李亞
男、梁嘉琪與吳沚默昨日到甜品店宣傳賀歲片《你咪
理，我愛你！》完成電影宣傳後，祖藍將偕太太到日
本旅行，他更透露電影公司本想他們在情人節後才

較重要

去旅行，但遭他拒絕，愛妻心切的祖藍斷言
道：「二人世界重要
些！」

眾人到達甜品店，大家都大呼
新鮮，非常認真觀察店員製

作pancake的過程，希望從中偷師。他
們的突襲更吸引大批人潮輪候。
近日忙於謝票的祖藍，表示和太太帶女兒
跟長輩拜年，最開心是新年可以四代同堂，謝
票時觀眾又派很多利是給他囡囡，笑指利是收入
可以媲美電影票房。
祖藍表示已將女兒的利是放在她床邊，取壓歲錢的
意頭，也高興昨日是他最後一次宣傳《你》，之後就
兌現承諾帶太太到日本旅行兼狂吃刺身，補償太太懷
孕期間要戒口。問到日本之旅是否讓太太任買，祖藍

說：「她個子高大，要去歐洲先買到她的東西，日本
只適合我這種矮人。」李亞男就稱以往多買傢具用
品，現在已轉買小朋友東西，將心思全放在家中兩位
「BB」，一位是女兒，另一位就是祖藍。

未準備情人節禮物
祖藍又稱電影公司原本想他們情人節後才去旅行，
但他拒絕道：「二人世界重要些，不過我知有演員已
在日本，相信到時都會撞見，或者一起再搞海外宣
傳。」問到有沒有準備好情人節禮物，祖藍坦言未有
準備，而且他與太太都不是重物質要求，最重要是有
時間陪伴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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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寧
春節晚會表演

徐小明父子檔
參演南寧春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
植）方力申去年和拍檔合資過
百 萬 開 辦 游 泳 學 校 「Hong
Kong
Swimming
Academy」，開辦學校後一直專心
為事業打拚，新一年他希望生
意可以上軌道。小方說：
「希望可以做到收支平
衡，現在仲係守業
中，蝕緊錢。我
會親自落水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儀雯）新年是藝人忙碌日
子，春節期間導演徐小明和兒子 Marco 獲南寧電視台邀
請參加他們的春節晚會的表演，在內地過年，前兩天才回
港。小明哥表示，這個春節晚會很有特色，邀請了東南亞，還
有很多其他的國家、地區一起參加。每一個國家、地區都出他們
本身的特色、地方性民族的表演，非常好玩。
小明哥興奮地說：「晚會有泰國、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等等被邀
請過來的，我們是具香港特色，所以我唱了兩首歌，一首歌就唱我剛剛拿
的華語金曲十大金曲獎那一首，
忽必烈的電視劇那一首，忽必烈
傳奇的電視主題曲，《乾坤無地
不包容》那首歌，還有我和我兒
子合唱了霍元甲三部曲。可能是
武俠劇，同時大家對我的劇集也
熟悉，所以對這首歌是全場反應
最熱烈、最熱烈的，在座原來很
多小朋友也會唱，觀眾更要求
Encore，對於我說的傳承，我是
挺高興的，希望這首歌有年輕人
繼續延續下去，唱下去。」

將來有機會代表學校或香港出
賽。」此外，小方亦進行慈善
義教，免費教深水埗低收入家
庭的小朋友。他表示將會與某
慈善機構作長期合作，希望學
校能夠一邊做生意，另一邊回
饋社會。
單身多時，舊愛鄧麗欣已經
有着落，問到小方何時派「雙
封」利是時，他立即扮聽不
懂。新一年他誓言將會主動出

■問小方何時派雙封利是時，
他扮聽不懂。
香港文匯報
記者潘達文 攝
擊追女仔，並謂：「我一向都
會看流年運程，師傅指今年有
利我的事業和婚姻，所以我會
試試主動出擊找另一半。」

坤哥成
「師奶殺手」
香港文匯報訊 相隔兩年多，吳業坤（坤哥）將於
4 月再踏紅館，舉行《 吳業坤 小句號 演唱會
2019》。對於第二次再踏紅館，坤哥懷着感恩的
心，感謝唱片公司及歌迷支持！問為何演唱會叫
「小句號」，坤哥解釋：「今年係我入行第 9
年，明年踏入 30 歲了，強烈地感覺到開始
■坤哥到香港地道街市拍攝。
踏入人生另一個階段，不論在音樂上、
演藝事業上都應該邁向新方向，需要好好裝備自己再重新出發，好似自
上年開始，已好努力健身操 fit 自己身段、體能；又重拾書包去學日
文，仲好認真去考日文試。所以今次希望藉住演唱會叫『小句
號』，代表在 30 歲前已完成了一個章節，畫上一個小句號，
整裝自己後再重新出發，邁進人生另一階段！」
貫徹上次演唱會海報設計概念， 今次演唱會海報拍
攝地點以香港地道街市及電車路作為背景。在街市
拍攝期間， 坤哥可謂新一代「師奶殺手」，不少
太太們更埋身要求合照，而在拍攝期間坤哥聽
■二人即席
得最多的說話包括「你真人靚過上鏡
耍起功夫。
喎」、「原來你咁高」 、「你真人瘦
好多」，令坤哥哭笑不得！
■ 馮德倫坦言
要跟外國動作
組磨合很難。
組磨合很難
。

香港文匯報訊 馮德倫、吳彥祖聯合監製和執
導的美國 AMC 電視連續劇《荒原》播足 4 年，
將於3月24日播放最後一季了。
身兼監製及武術動作場面拍攝的馮德倫對於首
次拍美劇能成功將中國功夫展現劇集當中感到自
豪。他愜意地說：「《Into the Badlands 》這個
長達四年的路程終於要結束了。我和Daniel可以
帶領中國的武術團隊，從美國拍到愛爾蘭，好不
容易完成了這四季的美劇，我們非常驕傲。很捨

不得，但希望接下來的項目大家也會合作。」
提到四季拍攝當中最難克服的一環，馮德倫坦
言是跟外國動作組如何磨合和溝通：「因為當中
牽涉到很多工會規矩和安全問題，而大家對安全
定義有別；所以花了不少時間來取得雙方的信
任。由第一季到第三季，雖然分別有來自美國和
愛爾蘭等拍攝隊伍，但值得驕傲是處理人事方面
今次非常成功，不到最後一刻大家已成為一個大
家庭。所以更是捨不得！」

■ 完成了四年美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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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眾英皇歌手聯同主播打邊爐團拜。

香港文匯報訊 溫碧霞
（Irene）自認「甜品控」，凡甜品類都愛
吃，還會炮製給家人品嚐，只是甜品中的蛋糕
類，Irene 因感工序太繁複從不沾手。日前「香港開電
視」主播馬梓軒便陪同Irene成功製作應節豬仔蛋糕。
新年期間，Irene 愛吃糖年糕，更愛上海炒年糕，她因得媽媽
真傳，又說：「我媽媽炒的上海年糕真係好好味，我跟佢學咗點
炒，得閒都會炒畀老公、囝囝食，佢哋有咩評價？難得我下廚，佢哋
梗係話好食啦，哈哈！」
Irene 與老公恩愛更勝從前，她坦言：「現在真係 sweet 咗好多，互相
都會為對方製造下浪漫，又會多啲
去旅行增進感情，今年仲特別啲，
因為新年期間會同埋哥哥、姐姐
一齊去旅行，人多熱鬧更多！」
不過最難忘的新年，Irene 當指
小時候在調景嶺住的歲月，
她說：「嗰時仲可以放煙
花、炮仗，又有舞獅舞
到來你屋企 ，真係
好好玩！」

溫

■ 馮德倫與吳
彥祖等人在片
場討論。
場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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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教小朋友游水的過程令我
大感滿足和很有成功感。」
曾是飛魚王子的他，在芸芸
學生中也有具潛質的學生，有
望做他的接班人：「大把有潛
質學生，佢哋好叻，3 歲已經
唔驚水，要睇各人後天的努
力。學識游水好緊要，可以救
人救自己，透過游水灌輸小朋
友運動員精神和做人道理，通
過訓練增強自信，鍛煉身體，

吳浩康望年內紅館開騷

豬年望泳校生意上軌道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一眾英皇
歌手包括吳浩康（Deep）、鍾
舒 漫 （Sherman） 、 許 靖 韻
（Angela）及曾樂彤，聯同主
播許文軒及蘇可欣齊齊拍攝
TVB 娛樂新聞台賀年節目，眾
人打邊爐團拜之餘，亦有大談
豬年大計。
Sherman 說：「感恩上年做
咗好多嘢，包括推出幾首快
歌、開音樂會同做舞台劇，因
為咁亦明白休息嘅重要性，今
年希望可以休息多啲，我休息
嘅定義唔係唔做嘢，而係唔好
迫自己太多，因為學識每件事
都控制唔到結果，所以交畀個
天，自己要好好享受過程。」
Deep 就表示：「我希望可以改
進唱歌，因為上年有好多現場
表演，自己都好唔滿意，我已
經入紙紅館，希望豬年可以上
到紅館，萬一申請唔到都有兩手準備，
也會喺一啲細場舉行音樂會。」
Angela說：「狗年要去內地參加選秀
節目，節目中要跳舞，仲要去成 4 個月
咁耐，搞到自己都好擔心，怕會流失粉
絲，我都有問阿 Deep 佢哋拎意見，最
終自己嘅決定冇錯。」談到豬年目標
時，她說：「2017 年以小背心名義喺
香港搞咗個騷，但當時媽咪未能親身支
持，所以希望再有機會喺媽咪面前唱歌
舉行音樂會。」

■溫碧霞製作應節豬仔蛋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