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齊心抗疫，最有效的方法是盡量留
在家中，名模樂基兒（Gaile）及丈夫Ian以及「星二
代」黃芷晴及家人等，響應留家抗疫，身體力行支
持「#stayhomemoments」活動。
Gaile日前與老公留在家中慶祝拍拖紀念日時也透
過外賣apps點餐，在家中重溫吃飯看戲的甜蜜拍拖
時刻，她說：「愛吃辣的我們最喜歡中環半山的一
家川菜館，那裡有很多麻辣菜式選擇，我們常常到
那裡拍拖食晚飯，拍拖紀念日點了這餐廳的外賣，
飯後就上網看套電影。」享用美食後，Gaile也不忘
上網登記保險公司提供的免費新型冠狀病毒保障優
惠，為自己及老公多添一份健康保障：「我沒有額
外再買禮物給老公了，我認為這個在此時此刻比起
其他禮物來得更有意義，況且我們平日見到適合對
方的物品時都會互相送贈。」
Gaile把握留家抗疫的時間，與一歲兒子Hunter共
度親子時光，她說：「最享受與Hunter的親子時
間，平日下廚、清潔家居、整理家中收納，時間過
得很快。」就連日前兒子一歲生日，她都是小心至
上，留在家中開小型派對：「我點了外賣pizza，亦
煮了一些小食，以氣球佈置成星星及Baby Shark主
題的小型派對，一家三口簡簡單單地過，希望為
Hunter留下開心回憶。」

黃芷晴嘆29+1生日難忘
至於剛剛踏入29+1的黃芷晴為了抗疫，也選擇與
家人留家慶祝生日，她說：「每年生日我都會約婆
婆、爸爸媽媽一起外出食飯慶祝，但婆婆年事已
高，屬疫症的高危一族，所以今年齊齊留家叫外
賣。我選擇了媽媽從小便喜歡帶我去的餐廳，點了
她最愛的意粉。」她亦表示：「29+1 碰上疫情，這
個生日真是難忘，而最好的朋友們也是這個年紀，
本來以為大家可以有更特別、更大型的慶祝，但健
康要緊，所以改用Facetime隔空食外賣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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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麥長青（麥包）與米雪昨日出席母
親節活動，麥包表示因疫情關係一
家人多了時間留在家中，太太與女
兒更經常下廚挑戰新菜式，他就負
責點菜。麥包透露早前計劃買器材
去郊野公園拍片，可惜公園仍未開
放，計劃暫時要擱置。問到母親節
是否已請假陪家人慶祝？麥包無奈
地說：「現在都唔使請假啦！好彩

我哋係一家四口，冇超出人數，但
我哋都唔打算外出，會留喺屋企慶
祝，現在放鬆咗，大家都出晒街唔
係咁好，始終疫情都仲有，為咗大
家設想，可以留喺屋企就留喺屋
企。今次地球生病了，全地球嘅人
都要團結，要愛惜資源。」
米雪就選擇去行山，早前更與

妹妹雪梨及蘋果三姊妹一起行
山，她笑說：「我哋好少一齊，

現在疫情逼住我哋一齊行山。」
米雪表示每次行山都會行兩
三小時，昨日開工前便去了
城門水塘跑步，跑了個半小
時。問到平日是否有很多
「行山腳」？米雪透露除
了家人，有時又會與江美
儀、方中信、鮑起靜及周
家怡等行山，偶爾周潤發都
會同行。

米雪難得三姊妹一齊行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劇
集《歎息橋》將於下周一在ViuTV
播出，監製兼主演的林保怡、周家
怡、衛詩雅及伍詠薇等出席昨日記
者會。林保怡透露，自兩年前成立
製作公司後，便專注搞電影及電視
劇製作，而《歎息橋》是他首次擔
任監製的劇集，他亦是全心全意才
把第一個「BB」生產出來。保怡
說：「我兩年來沒其他工作，因為
有很多細微工作要兼顧，以前做演
員沒自己戲份拍完就走，做監製要
在現場與演員溝通，憑自己過往經
驗去分析，研究演出重點。好享受
整件事，覺得是由零開始做起！」
周家怡表示很高興能成為保怡第

一個「BB」的演員，今次再度合作
仍覺得不夠喉，保怡給予很多自由
空間，甚至開工前會帶大家去吃火
鍋，和諧又融洽。保怡笑言自己是
刻意這樣做：「我做了多年演員，
很多時與對手一見面就拍，有時都
會怯場，所以開鏡前我安排大家聚
會，熟了可以好輕鬆去演，現在就
不可以一齊吃火鍋了！」提到
《歎》劇之前已在內地播出，保怡
表示不擔心收視，因該劇不是看一
次就會明白，他自己都是重複去看
才完全參透得到。
保怡未來也會繼續擔任自己公司

兩齣劇集的監製，如導演認為有角
色適合他，也會參與演出，不過目
前還是希望疫情能盡快過去，可以

早日開工。

伍詠薇自信能抽離角色
伍詠薇昨日一身七彩低胸裙出席

劇集《歎息橋》記者會，性感又搶
眼。伍姑娘在該劇中演一位兒子有
絕症的母親，但她都患上都市精神
病，伍姑娘指跟監製林保怡多次合
作，今次卻是導演看中她，想她卸
下多年來伍詠薇在觀眾心目中的形
象，接受新挑戰。伍姑娘自言本身
真的有點情緒病，卻不擔心抽離不
到角色，她笑說：「可能我夠樂
觀，其實都市人生活中總會有壓
力，也不一定是病態！」
至於衛詩雅昨日是五個月來再首

天重新穿上高跟鞋，她指之前在北
海道滑雪不慎跌傷腳，最初以為左
足踝骨裂，及後醫了2、3個月仍未
好轉，變成行路時盤骨也痛楚，她
轉了另一位醫生再檢查，才發現原
來是骨折，目前正重新接受另一類
物理治療。詩雅最擔心的是，有一
齣電影本在9月開拍，但最近疫情
轉趨緩和，導演來電表示想提早7
月開拍，也關心她傷勢有何進展：
「我真的很擔心開工時未能完全復
元，因為今次戲中我要跳鋼管舞，
導演說萬一我未好番，就搵替身，
我當然想自己去試，可是之前我左
腳少郁動，變成沒了肌肉，現左腳
比右腳明顯地幼，所以要等好番再
鍛煉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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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女子組合 Super
Girls成員吳嘉熙
（Cheronna） 早
前為朋友開設的
婚紗店到欣澳拍
攝婚紗造型照，
並出動兩部價值
過百萬元的超級
跑車，為Cheron-
na「陪襯」。對於今次未有男主角一起拍攝，Cheronna直言︰
「一直以來婚紗相要有男主角，這輯相可以話畀大家聽，影婚紗
相其實唔一定要有男主角，我也不介意沒有男主角。」
拍攝當日，Cheronna換上5個不同的婚紗造型，其中不乏

露背和騷腿，亦有超低胸中門大開的黑色型格婚紗，穿梭超
跑車外車內拍攝，Cheronna直言非常過癮，她表示︰「造型
有點性感，但我接受到，婚紗來說是性感的，但亦很型格，
我鍾意這種造型，而我另一位主角就係超跑，我平時唔鍾意
甜美風，鍾意型格路線。」不過她透露要爬上車頂影時非常
擔心︰「擔心刮花賠唔起，但過程好開心，因為平時冇咩機
會可以坐到。」

影婚照卻缺男主角
吳嘉熙有超跑頂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許廷鏗
（Alfred）昨日到電台宣傳新歌《無力
感》，早前在網上抗疫騷現場獻唱歌曲
時被網民大讚是「海豚音」，Alfred搞
gag說：「可能我叫許廷鏗，所以就叫
『海豚音』。」
日前32歲生日的Alfred，表示生日願望

是疫情盡快過去，可以除下口罩唱live。問到可有收
到胡鴻鈞的祝賀短訊？他說：「好似冇，因為收到太多朋友
的信息，能覆的都覆咗，有的可能忘記咗回覆。」

許廷鏗
沒收到胡鴻鈞賀壽短訊

活動上周嘉洛幫
劇中媽媽滕麗

名按摩及扮人肉椅
子給阿滕坐，而袁

文傑、陳浚霆及李偉健
玩遊戲時反串扮媽媽，其中

陳浚霆更慘被畫大花臉，造型
搞笑。
湯盈盈與呂慧儀與一起接受訪

問，問到將如何慶祝母親節？盈
盈表示由於「限聚令」將放寬食
肆至八人一枱，打算一家人出外食
飯慶祝：「因為我屋企四個人，計
埋我父母同老爺奶奶就啱啱好八個
人，因為星期日要開工，所以提早
一日慶祝。」問到想收到什麼禮
物？她笑指希望兩個女可以幫她
按摩：「希望老公（錢嘉樂）可
以教個女，嘉樂就負責餵我食
提子，等我好似皇帝咁。（兩

個女會唔會送禮物？）唔知呀，佢哋攬
攬錫錫都已經夠，（老公會唔會有表
示？）唔知呀，往年佢都冇送禮物。」
至於她自己就想送個蛋糕給媽咪，因為
媽咪都是五月生日，問到會否親手整蛋
糕？盈盈笑說：「唔好整喇，想振興經
濟，出去買個比較好，同埋想買個細煲
畀媽咪。」
呂慧儀笑言因學校停課關係，小朋友

未能在學校做母親節禮物。她又透露兒
子很窩心，親手用針黹做了個橙色手袋
給她擺放手機，更要她在家中拿着手袋
行catwalk及要她帶去開工用，她笑着
說：「冇辦法，老細叫到。」她謂其實
不用兒子送禮物，只要聽話及乖就足
夠，而她就打算送智能手錶給媽咪，可
以讓她檢查心跳及知道她的行蹤。

陳浚霆指母逼B哥捧場
談到活動上安排男演員向拍檔獻

花，張景淳向她獻花時，只有盈盈叫
他們靠近些外，大家都很有默契地未
有起哄，似乎不想兩人再傳緋聞。呂
慧儀說：「大家一向錫住我，同埋佢
哋驚撩起我，怕我一發力玩起上嚟就
唔係人咁品，差啲仲想叫張景淳扮女
人，因為之後要開工，都係怕影響進
度。」
陳浚霆相隔三年回歸劇組，他表示前

晚一家人包了間房吃飯提早慶祝母親
節，順道一齊看他回歸後有份演出的第
二集，他笑說：「父母都睇到好興奮，
媽咪（顧紀筠）仲收到很多朋友短訊，
而剛過去的星期日播第一集時，媽咪喺
鍾鎮濤（B哥）屋企，佢仲唔客氣開着
電視逼大家一家齊睇劇。」問到為何會
返電視台拍處境劇？陳浚霆表示之前簽
了邵氏，樂易玲問他可有興趣回來拍
劇，他謂已慢慢適應拍攝生活，呂慧儀
和滕麗名也經常提點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湯盈盈、呂慧儀、劉丹、滕麗名、

張景淳、單立文、陳浚霆、袁文傑及李偉健等，昨日出席於將軍澳電

視城舉行的處境劇《愛‧回家之開心速遞》之《報答我好媽》活動，

預祝母親節。育有兩女的湯盈盈已有慶祝母親節的計劃，更期待她當

日會有皇帝式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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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母親節有皇帝式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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