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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奇隆透露答
應參加這個

節目，是希望明白和了解小
孩的所有需求，日後增強跟自己

孩子的溝通，尋求最好方法引導他們去
做喜歡的事情，不過他像所有爸爸一樣，孩

子健康快樂才是最重要。
升級「爸爸」後的吳奇隆，生活上有着很大改

變，但所
有轉變都是樂

在其中，吳奇隆坦
言：「生活有非常大的變

化，我所有的生活的重心全部改
變了，以前可能我的生活是以工作為

主，有了小朋友之後你會發現什麼都變
了，我連幾點起床、幾點睡覺都會配合他的時

間，配合他休息的時間，然後我去做一些其他的事
情，等他醒的時候，我又要有時間能夠陪他玩，其
實是一個蠻大的變化，有一個調整的過程，可是我
是非常享受跟非常喜歡這個過程的。」

一廂情願孩子叫爸爸
雖然是新手爸爸，在這人生的新課題上，讓吳奇

隆學懂不少湊B技能，吳奇隆表示：「有時候小朋
友哭，他不一定就是肚子餓，也許是想睡覺，也許
剛剛大小便，也許他有一些什麼樣的小地方讓他不
舒服了，他會有一些反應，我可能會觀察得比較
細。我覺得我跟小孩的相處過程當中，學到很多特
殊的技能，像現在我能一隻手抱着小孩，一隻手幫
他泡牛奶、沖奶、餵他喝奶，一隻手都能做完，算
蠻厲害的吧！什麼換尿布、洗澡這些都算基本技能
吧。」
有子萬事足的吳奇隆，對於囝囝一舉一動極為關

注，也期待等着囝囝懂得叫「爸爸」，故此，當兒
子發出「爸爸」聲音時，吳奇隆會照單全收，十分
搞笑，並笑言：「小朋友剛剛開始要學說話、學大
人說話的時候，他會發出很多奇怪的聲音，譬
如說『茫茫』，就是想吃東西或叫媽
媽；或者要叫，像一開始我聽過他
叫爸爸，我會一廂情願地覺
得他是在叫我，然而，
事後你會明白他可

能還不懂。」
另外，吳彥祖（Daniel）和名模Lisa S.結婚十
載，於2013年誕下女兒Raven，女兒在父母保護
下，幸福成長，不經不覺，今年Raven已經7歲，
Daniel趁着女兒生日（5月30日），罕有地把一家
三口在產房的珍貴「密照」公開。

Daniel被女兒改變一生
Daniel為慶祝女兒7歲生日，昨日在社交平台放上
一張很有紀念價值的照片，便是他7年前喜孜孜地
抱着剛在產房出世的Raven合照，而Raven眼仔還
未張開擘大個口嚎哭着的模樣，而後方剛分娩完仍
躺在床上的Lisa S亦把握時機望着鏡頭，剛好便成
全了這張一家三口珍貴全家福。
Daniel 留言寫上「7 years ago you stormed into

my life and changed me forever. Happy 7th Birth-
day to my little Raven! You are growing up too fast!
#girldad（7年前妳闖進我生命改變我一生，我的小
女兒Raven生日快樂，妳成長得太快。）」
Daniel多年來甚少讓女兒真面目曝光，

不過早前母親節，他們一家三口和家
人便到亡母墓前拜祭，其後把
合照放上網，相中Raven
依靠在媽媽身旁，
相當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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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今日

(6月1日)是國際兒童節，不少藝人都分

享了他們養兒育女的樂趣。吳奇隆和太

太劉詩詩結婚5年，去年誕下囝囝「步

步」，向來對家庭生活低調的吳奇隆，

近日在內地節目《奇妙小森林》中鮮有

地談到當爸後的改變，並分享了「育

兒神技」；現時他可以一隻手抱着兒

子，另一隻手泡奶餵奶，毫無難度，

同時很享受為兒子改變生活的樂趣！

另外，吳彥祖為慶祝7歲女兒

Raven生日，讓當年絕

密產房照曝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陳小春新近榮升第二
任爸爸，太太應采兒再為他添多一個兒子，小春昨日到醫
院探望妻兒，他透露太太在5月29日剖腹誕下幼子，乳名
叫「Hoho」，取其「好好」之意。
小春當日有入產房陪太太，他表示：「因為順產辛苦，
開刀不會太難受，今次拍了很多片，繼上次大仔後，今次
一樣不敢親手剪臍帶，留給專業人士做，我畀咗錢醫院，
包埋剪㗎，哈哈。」問他再做父親心情，他笑着說：「有
點疲累。」說到大仔Jasper心情：「他昨日見過弟弟，都
開心的，不過他之前問我咩叫Jealous（妒忌），我也不懂
跟他解釋，最後和他說「Jealous is no big deal」。（他有

點抑鬱？）同這類情緒相近，他今日
有點不舒服（心裏），剛才我們視頻，
他不似平日很多說話，我便逗他開心，說
好一陣回去陪他踩單車，一齊睇波，他即開
心番，真沒想到入院前一晚，他要來個Fami-
ly Hug，小朋友是有點妒忌。」
小春再當爸爸心情，自言比上次舒服好多，因

第一胎不知如何，今次有些印象，而且細仔個樣已
似太太，令他更安心，問到會否考慮追個女？他拒絕
說：「不好了，會辛苦，已經夠皮，一家四口，成雙成
對，（這幾日都陪住太太？）可以唔陪咩，哈哈。」

香港文匯報訊 賭王三房女兒
何超蓮近日在個人社交賬號晒
出父親何鴻燊的電視報道攝
屏以悼念父親，她發文
稱：「I miss you Daddy
（我想念你父親）。」
29歲的何超蓮是賭王
何鴻燊和三太陳婉
珍的女兒，享有
「全球最漂亮
的千金」的美
譽。
另外，

四房三子何猷君近日發長文回應自
己為什麼在父親何鴻燊剛剛去世
後，修改了自己「賭王四房兒子」
的微博認證，並附上手機備忘錄截
圖，形容有人在別人失去父親的時
候做這種落井下石的行為，並且明
確說到自己已回覆認證100天後再討
論，但是沒想到一夜之間就被改
掉。
提到財產分配問題，何猷君稱在

自己15歲的時候，父親的家產就已
經分完了，長孫（何廣燊）生下來
沒有爭到1分錢家產！他強調生下長

孫根本就不是為了爭奪家產，只是
為了能讓德高望重的老人家（何鴻
燊），在去世之前看到孫子出生！
對於有網友批評他只發表情符號

哀悼父親，何猷君解釋道：「為啥
發哭的表情？因為我當時在哭」，
他又說：「我才25歲，難道失去父
親能不傷心嗎？有哪個兒子不把爸
爸當英雄看的？」
何猷君表示自己的父親何鴻燊告

訴過自己被欺負一次就會有第二
次，所以要：「有勇氣面對一
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芬）美國傳奇鄉謠
音樂天后桃莉芭頓（Dolly Parton），日前發
布了一首勵志單曲《When Life Is Good
Again》（生活再次好起來），並向廣大樂
迷分享自己在這段時間的一些所思所
感。
74歲的桃莉芭頓日前在個人社交
媒體上公布了自己新歌發布的消
息，並寫道：「（這段時間）大
家經歷了這麼多挫折，我們都
從中得到深刻的體會，我們
要讓世界變得更好，生活
將會好起來的。」
通 過 新 歌 《When
Life Is Good Again》
的歌詞，她想要表
達的是：「在經
歷過這次自二
戰以後最大的
全球性危機
後，人們

的品格會得到鍛煉，大家會
成為更加堅強的人。」
在病毒肆虐美國期間，這

位傳奇鄉村音樂天后也盡自
己的一份力，幫忙對抗新冠
病毒。在今年4月初，她向
田納西州一個大學的抗疫基
金，捐出了100萬美元（約
港幣780萬元）。
與此同時，她還辦了一個網上視頻節目《與
桃莉說晚安》。這檔節目每星期更新一集，桃莉
會在節目中為孩子們講睡前故事。
桃莉芭頓是美國音樂史上罕見的唱作俱佳的

女性音樂人，她不僅擁有一把金嗓子，而且她唱
的絕大部分歌曲都是由自己親自創作的。
《When Life Is Good Again》是一首真正的公
益歌曲，各平台都是免費播放的。
雖然桃莉芭頓已經74歲，但她依然熱愛音

樂、熱愛創作，這些年一直有推出新的作品。早
在2012年，桃莉就獲得了第54屆格林美終身成
就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芬）繼一眾歌手Taylor Swift、
Justin Bieber和Selena Gomez之後，流行歌手Rihanna也為被
殺黑人弗洛伊德發聲，伸張正義，她聲稱：「如果謀殺是拘捕和
販毒的後果，那謀殺的後果是什麼？」日前，弗洛伊德因被白人警
察強制執法，喉部被對方用膝蓋壓住在地上，並痛苦地表示不能呼
吸，但沒被理會，其後送院後身亡，在事件發酵後，引發大批巿民上
街示威。
Rihanna於2016年憑《This Is What You Came For》紅遍全世界，早

前更成為英國10大富有音樂人榜單中唯一一位女性，打破以往前10名清一
色為白人男性的紀錄。在《星期日泰晤士報》音樂界「富豪榜」當中，Rihan-
na今年首度入榜，名列第3名，擠下原本的艾頓莊。她的資產估計4.68億英鎊
（約44.71億港幣），除了音樂事業以外，最主要來自她的化妝品牌副業，股份
15%價值3.51億英鎊（約33.53億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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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 網上圖片

■32 歲 Rihanna 已是樂壇小富
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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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詩婚後甜蜜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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