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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抱祖家開騷 夫妻晒恩愛

千嬅感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楊千嬅
《Ｍy Beautiful Live 世界巡迴演唱會》
第 13 站日前於上海圓滿結束，千嬅緊
接於中秋節當晚在家鄉潮州的汕頭舉
行下一站巡唱。上海站，千嬅更叫老公
丁子高走上台用上海話打招呼，又笑言
丁生娶了一個惡老婆，最後丁生走到台
前，便跟太太親吻了一下，場面溫馨。

家人團隊相伴巡演
千嬅站 日演 前出 在， 上剛 海巧

文頌嫻 復出拍劇女兒最開心

遇上颱風襲滬，由於
是在上海虹口足球場
作戶外演出，故演出前
■丁子高走到台
一度擔心會否受到影
前，跟千嬅親吻
響，幸而到正式演出當
了一下。
了一下
。
天，颱風已經登陸，天氣亦
轉晴，演出也能夠順利舉行。千
嬅來到老公丁子高的家鄉上海，特別
香港文匯報
添置了多套新服飾上場，令觀眾耳目一
訊（記者 李思穎）文
新，千嬅又跟場內的親戚朋友打招
頌嫻(文女)、談善言、MIR呼，向姑媽、表叔、表哥、表妹
ROR 成 員 Anson Kong （ 江 熚
生）昨日為 ViuTv 新劇《打天下》
進行開鏡拜神儀式，文女自婚後當上媽
媽級後，已有十年沒有演出港劇，她笑言
這次復出最開心應該是女兒，可以無人管
束。
她表示：「女兒是我老闆，只要她沒問題便
可以，原來最想我復出是她，我有工作的話，她
便自由『無王管』，老公都很支持，沒有詐型，只
要打理妥當屋企的事就得，今次酬勞合理，只講
心，亦幾乎不用開夜班，當中會有少許功夫場合，
若然要我學空手道也不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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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善言在劇中要耍空手道，她表示：「我天生筋
骨比較軟，今次都要學兩種空手道，其中一種是埋
身肉搏，到時親自上陣，算是我第一次拍打戲。」
到時她會跟真正的空手道選手對打，她覺得真正選
手打慣會更耐打，在現場又可以請教他們的打法，
打到自己不重要，最怕自己打親人，所以要過這
心理關口。她又自爆開工第二日同師傅對打，
大髀後面已經有瘀痕。
Anson Kong 和談善言會有不少對手戲，
當中不乏有感情線，問到有否親熱戲時，
Anson 已經面紅耳赤，自言是怕醜仔，
因《全民造星》之後一直同男生合
作，見到最多女性便是花姐，所
以跟其他女生合作有些害
羞，情願被摑都好過
拍親吻戲。

眼界。
由於現場近乎檔檔有試食，
所以松岡亦唔客氣，品嘗花
蝦 sabu sabu 和其他美食，原
來松岡本身都係無海鮮不歡，
她笑說：「我真係好鍾意食海
鮮，因為我唔食肉，所以食好
多魚，我特別鍾意食鮪魚、吞
拿魚同埋赤鯛魚。」
今次松岡人在東京，可謂幫
了大忙，因為大部分檔主都不
擅英語，所以松岡充當臨時翻

■松岡李那
譯，為海鮮達人明哥解決了將
日本食材引入香港的問題，而
明哥除了在場教松岡精揀海鮮
外，為答謝她今次幫忙，已約
定若她再來港，一定請她歎靚
海鮮。

溫碧霞 望
推個人品牌唇膏
香港文匯報訊 溫碧霞（Irene）日前為唇膏拍攝廣告，擁有心形
嘴的Irene在拍攝時每一表情都十分迷人吸引，塗上新款唇膏，
互相映襯下，華麗非常。
試過新款唇膏後，就連 Irene 都讚不絕口，「唇膏的設
計非常特別，用雲石紋再配上玫瑰金開關，滋潤、可以
keep 住 12 小時，超級 Bling Bling 的，試過很多唇膏都沒
有那麼閃耀的效果，又水漾。平時選用的護膚品同唇膏
都好嚴格，一定唔要有害的化學劑，否則會傷害到嘴唇
變黑同埋暗啞，又會有乾紋。」
Irene 更提醒女生在選擇唇膏時候一定要選擇沒有傷害
性的化學物質，女仔成日要搽唇膏，所以一定要揀一隻有
修復及保護作用唇膏，夜晚搽護唇霜滋潤，畀番營養佢
哋。」Irene更自爆計劃下一步會推出個人品牌唇膏。

自認是一個惡老婆
千嬅於台上亦感激全場一萬八千位上海
的家人，謝謝他們到來成就這個演唱會，
最後她更感謝演唱會的製作人丁子高先
生，即時全場歡呼，千嬅笑說：「其實大
家很多時候沒有看到他，就請他上台打個
招呼，今次特別來他的家鄉，肯定有很大
的感受，他娶了我那麼兇的女人，肯定有

很多想法。」當丁子高走到台前，便跟千
嬅親吻了一下，並以上海話跟觀眾打招呼
說：「大家好，我是她老公！」觀眾全場
爆笑，千嬅也忍不住拍手大笑，丁子高再
說：「只不過來見一下大家，沒什麼想
講，下一首歌要準備了，只希望大家跟我
一樣，一直喜歡楊千嬅，一直要喜歡她，
謝謝。」千嬅再度答謝一直跟她去演出
的家人和團隊：「我不知應該怎樣講，但
我知道人生得來的東西不是必然的。」
而今年中秋節，千嬅將要返回家鄉汕頭
開騷，父母和弟妹也會同行，不過兒子
Torries則要上學。

談善言怕打親對手

松岡李那闖日本水產節

香港文匯報訊 松岡李那早
前來港逾月宣傳電影，之後去
了意大利遍遊當地五大城市叉
電休息，但甫返老家日本隨即
開工，夥拍香港海鮮達人明哥
參觀在東京豐洲舉行的「日本
國際水產節」，並順道拍攝宣
傳片。雖然松岡身為日本人，
卻是首次到訪水產節，場內有
各式游水及冰鮮海鮮，又有不
少攤檔展示多款製作海鮮食材
的工具及新奇電器，令她大開

等問好，她笑說：「丁家是很大家族，但
是請原諒我，我到現在還未有正確教到
Torries 怎去稱呼大家，但是真的很抱歉，
我沒有做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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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富城爆囡囡跳跳紮
香港文匯報訊 郭富城(Aaron)早前拍攝 「Baby Shark Dance Challenge 教學短片」，成為
首位藝人正式登錄 PINKFONG YouTube 分享網站！問到拍攝感受，城城表示：
「《Baby Shark》係一首超洗腦的神曲，無論大人小朋友聽過之後都
會朗朗上口，跟住大唱大跳！今次可以與孩子們的超級偶像Baby Sharp 與 PINKFONG 一齊拍攝，真係令我好開心又興
奮！」
他透露說：「今次除了親身上陣之外，更設計出
有我郭富城元素的舞步，融入大家熟悉的《對你
愛不完》的轉手動作，以及《唱這歌》抱起單
腳的招牌舞姿，變出全新意念！」他續分享
說：「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分享 Baby Shark 帶
來的歡樂，所以亦創出一套有趣的手指
舞，豎起指公代表啜手指的 Baby Shark，
拳頭就代表牙齒老掉的 Grandma Shark，
簡單容易，連BB都識跳！」
城城表示：「我由細細個開始就熱愛跳
舞，喜歡跟任何音樂又是唱歌又跳，媽
媽常說我像猴子般無時停！」問到囡囡會
否喜歡看他的 MV 一併跟跳？城城笑
說：「囡囡似足我，喜歡跳跳紮紮！她一
直都好鍾意Baby Shark，喜歡看其跳舞多過
看爸爸跳舞。所以我會放《Baby Shark》短
■郭富城
片給她大驚喜，也讓女兒看看爸爸演繹真人版
本 ， 然 後 誠 心 悅 服 地 愛 上 爸 爸 版 《Baby
Shark》!」其實 Baby Shark 亦令城城女兒愛上鯊
魚，同樣令很多小朋友都一樣愛上鯊魚。城城說：
「希望透過 Baby Shark 可以提升下一代對鯊魚的興
趣，對其有更深入的認識，從而延伸至保護瀕臨
絕種的海洋動物！」

王灝兒讚男友球技了得

■溫碧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王灝兒
（JW）昨日現身商業大廈 Busking，為
「單車歌王戰巡奏」慈善音樂會揭開序
幕，JW 透露小時候經常與同學去踏單
車，留下美好童年回憶，讀書時更是羽毛
球和網球校隊，但在網球上從未贏過比
賽。
她解釋：「因從小便同父母打網球，
都是搓波為主，所以自己輸蝕在開波，直
至加入校隊後便開始練開波技巧，打羽毛
球就有贏過比賽，想起那時讀大學參加比
賽好慘，僅得我同另一位同學肯出賽，所

以打完單打便打雙打，每次比賽完都好疲
累。」
JW 也有跟男友一起做運動，她大讚男
友打乒乓球技了得：「男友打得好叻，是
我教練，我都學得好快，沒給他罵過，我
們比賽的話，輸的一方便要罰做 20 下仰
臥起坐，通常都是我做得多。」有指經常
做運動的她未見明顯修身，JW 即強調已
吃得好 clean(清淡)，當有人誤聽錯她說
「食得好癲」，她哈哈笑說：「我係癲做
運動，食嘢就 clean 啲。」原來她即將首
次客串拍劇，這陣子也不敢多吃哩。

■J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