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 樂新聞

A29

■責任編輯：植毅儀 ■版面設計：黃力敬

2019年3月29日（星期五）
2019年
2019
年 3 月 29
29日
日（星期五）
2019年3月29日（星期五）

■ Gary 大
Show 打 碟
技巧。
技巧
。

■親民的 Gary與
y 與粉絲大玩自
拍。

香港文匯報訊

■

JW 大展歌喉，
（記者 李思
來賓反應熱烈
。
穎
）
韓
國
人
氣綜藝節目
《Running M
an》 前 成 員 姜
熙建前晚到中
香檳活動，當
環海濱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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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兒子有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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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熙建當爸後

已戒酒

■陳偉琪性感
出席活動。

姜熙建（Gary）、王灝兒（JW）及
陳偉琪（Vicky）等均有出席當晚

活動，Gary 首次在維港海岸工作，大讚香港夜
景漂亮，奈何行色匆匆，逗留兩天便離開，未能品
嚐地道美食，他又指結婚前會到夜店飲香檳，但婚
後便戒酒，因要留力照顧兒子。

拒兒子面貌曝光
當晚Gary為派對DJ要打碟，他自言:「只學了打碟四個
月，也是頭一次表演打碟，心情很興奮，應該會很有趣，
(兒子有音樂天分嗎？)他會覺得自己唱歌好聽，見我搞笑地
Rap，他便學我Rap，自從有了孩子之後，令我驚覺時光飛
逝，像雙倍地快速流走，幸而湊仔不算壓力大。」
問到有否廣告商向他們父子檔打主意，Gary 即時：
「至今仍未公開過兒子容貌，所以沒有，同時也無意把
他的真面貌公開，希望他有個平凡童年，或者待兒
子 20 歲時，我依然有心有力的話才作考
慮。」Gary 透露兒子

陳豪睇功課被考起

用一生時間回報太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陳豪（阿Mo）
和森美在無綫劇集
《 誇 世 代 》 中的一段
「HEHE」情令觀眾印
象難忘，昨日兩人在活
動上喜相逢，合照時，
森美謙稱蝕阿 Mo 幾條
街，繼而擺出派心心甫
士彌補不足，場面搞
笑，阿Ｍo 就大讚森美
是陽光男孩，笑言可以合拍搞笑版《斷背
男》，應該會受歡迎。
阿 Mo 出席天然健康保健品牌活動，「HeHe 拍檔」森美則擔任大會司儀，型格十足的
阿Ｍo 在廣告片中透過運動揮灑汗水，自爆在
澳洲時是 Beach Boy，森美自言輸給對方幾條
街，阿Ｍo 笑指森美講笑而已，大讚他是陽光
男孩，帶給大家無限歡樂，相信合拍搞笑版
《斷背男》也不會挨罵，應該幾受歡迎，大家
一齊會很好玩。
說到他太太陳茵媺在社交網站上載其照片，
並大讚他 Handsome（靚仔），公開放閃，阿
Mo 表示不知情，因向來很少睇帖文，只會發
文，就像媽咪一樣 Old School，現在懂得用智
能電話已大有進步。但阿Ｍo 不諱言聽到老婆
讚美絕對「好冧」，他甜笑道：「咁老婆欣賞
我，佢係我天使，難得娶到個好老婆，佢又在
事業高峰時為我生了 3 個小朋友，試問有多少

似媽咪，笑言寧可他似媽咪多些，暫時未有計劃為兒子
追多個伴。最後記者欲追問有關勝利近日惹上的醜聞
事件，公關即終止訪問。

陳偉琪不接受一夜情
另外，陳偉琪透露 21 歲才學飲酒，未試過飲
醉或嘔吐，最多只是傻笑，陳偉琪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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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酒後試過被撩一夜情？)有試過被
撩，自己不會接受，而身邊好友亦會
幫忙擋駕。」
說到近況，她表示開始拍美
容護膚片，放上網同大家分
享，又積極上演技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Sammi就笑說：「我自己印畀你。」
希望演技上有改
儀）關錦鵬執導的電影《八個女
進。
白百何聞前夫即黑臉
人一台戲》前晚於第 43 屆香港國際電
影節舉行首映禮，之後導演率領戲中演員
日前 Sammi 上載了一張「被斟茶」的相片到社交網，有網
鄭秀文(Sammi)、梁詠琪(Gigi)、白百何、趙雅 民誤會是他跟丈夫許志安的結婚照，又指她倆笑容僵硬，
芝、商天娥及周家怡等出席首映派對。自 2004 年的 Sammi 就解釋其實是親戚後輩結婚，可能大家沒睇清楚她在
《長恨歌》後，關錦鵬相隔 15 年再次執導，女主角同樣是 相下面寫什麼。問到可會考慮分享當年的結婚相？她說：
Sammi，關導說：「時間過得好快但感覺一點都唔耐，今次同 「冇人想睇。」在旁的 Gigi 即說：「我想睇呀。」Sammi 就
Sammi 合作，我覺得佢變了另外一個人，放輕鬆，角色亦係需 搞笑答道：「我 WeChat 畀你啦。」講到相中笑容尷尬，她
要有經歷先做到，佢做得好好。」Sammi 表示跟關錦鵬再度合 說：「其實我當時內心好感動，不過一時間表達唔出，面容
作，坦言並不緊張，反而覺得大家在好的方向有所改變，令她 硬一硬咁，斟完茶後我就即刻笑返，感動係覺得自己成為長
更加從容又有信心。關導同時又大讚 Gigi 婚後改變很大，同樣 輩要派利是。」
表現輕鬆。
內地女星白百何在戲中演一個男性化的角色，她表示這跟
Sammi 又表示即將要為演唱會閉關進行訓練，但要養好膝 以往的角色反差較大，只好觀察身邊人怎樣去保護女生。問
蓋的傷患，不可以做誇張動作，例如跳同跑，醫生說要兩 到演出時可有難度？她坦言最難是要說廣東話對白，覺得非
個月就完全康復，家練住上半身先，她好樂觀，到 常難，拍完戲後就全都忘了。另外，問到她跟前夫陳羽凡可
時就做得到。提到演唱會一票難求，在旁的 Gigi 即 有聯絡時，她即黑臉說：「不是電影的不回應。」說罷即轉
叮囑 Sammi 說：「唔好 Cut 我 100 張飛呀！」 身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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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女人做得到呢？所以我會記住她的好，把老
婆放在第一位，會用一生時間及幸福去回報
她。」

自爆曾是Beach Boy
阿Ｍo 在台上自言年輕時在澳洲生活期間是
Beach Boy，他稱：「我有喺澳
洲好威猛的滑浪相，話晒以
前 是 Beach Boy， ( 幾 多 年
前？)嗰時之嘛，哈哈，之後
回來香港也有滑浪，滑浪板
仍寄存在大浪灣，後來專心工
作便沒有再玩，而且香
港都無浪，現在更加
是湊仔為主，要幫小
朋友睇功課，自己也
會被考起，做家長
真的不容易，但就
絕不『代做』，一
定要他們參與，好
似之前學校有功課
是要兒子整西多士
給媽咪食，我示範
一次後，兒子便照
做一次，全程有
拍片證明是他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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睇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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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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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已好叻。」

預訂 100 張演唱會門票
梁詠琪叫鄭秀文勿 Cut 飛

薛家燕生日請殘疾人士睇戲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薛家燕於本周六生日，新
城眾電台 DJ 同事及管理層早
前趁家燕姐回電台做節目的時
候，舉行一個簡單而隆重的生日派
對，令家燕姐十分之驚喜。家燕姐︰
「真係好開心，本身諗住返來做節目，
家好驚喜。同事好有我心，我自己都忙
到唔記得慶祝生日，同事們又買定蛋糕，
又送禮物同香檳，仲知道我唔飲酒而送無酒
精的香檳，真係好感激。」
問到家燕姐的生日願望，除了希望電台節目
更多聽眾支持外，家燕姐亦希望來年可以衝出
香港。家燕姐︰「舊年我做紅館演唱會，今年
我將會舉行巡迴演出，去好多地方，希望一切順

利、成功。另外，我希望 keep fit
成功，之前瘦了十幾磅，家
有些鬆懈，來緊我盡量 keep
返自己的身形。」
家燕姐工作繁忙，連生日
都要在工作中度過。家燕
姐︰「今年同家人無乜慶
祝節目，反而生日正日會做
一件好有意義的事。我會參
與一個由慈善團體舉辦，舉
行幾場畀殘疾人士睇電影。包
場請大家同一班殘疾人士一齊欣
賞電影《淪落人》。能夠在生日做一
件有意義的事，對我來講係好開心，亦好
多謝我的fans一呼百應，個個都踴躍支持。」

姜皓文聲演「熊大」嗌到聲嘶力竭
香港文匯報訊 復活節檔動畫《神
奇夢樂園》4 月 18 日上映，找來金像
獎提名影帝姜皓文配音，聲演藍色巨
熊「熊大」，帶領香港觀眾走入前所
未見的夢幻樂園。姜皓文自言配音
經驗不多，之前只為飛機和汽車
配音，今次倒是首次為動物聲
演。不過，他認為現在的動畫
非常人性化，就算角色是飛

機和汽車，都跟人一樣有齊五官，亦有喜
怒哀樂的感情。他說平時無論日常生活抑
或拍戲，很少有機會做些有童真的事，但
為動畫配音本身就很有童真，令他很享受
整個過程。今次他聲演的「熊大」非常膽
小乜都驚一餐，經常被不同的事物嚇到大
叫，令黑仔在配音時嗌到聲嘶力竭，卻依
然無損他對配音的熱情，仲話好得意，好
好玩！

■姜皓文

■家燕姐工作繁忙，
連生日都要在工
作中度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