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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富城一家愛
跳舞。
網上圖片

■ 方媛早前上載
跳舞片段到社交
平台。
平台
。 網上圖片

■城城鼓勵大
家一定要有正
向思維。
向思維
。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郭
富城（城城）聯同電影
《麥路人》導演黃慶勳昨日
出 席 《 香 港 賽 馬 會 HappyWednesday 攜手發放正能量》線上
錄播，透過分享勉勵大家在疫境下更需
要抱着積極態度發放正能量，從「善
心」、「仁慈」、「快樂」出發，城城更以自
身的挫折經歷如何克服挑戰，希望大家齊齊打
敗負能量往前行。與此同時，城城會將善心
精神傳承給兩個囡囡，更透露會一家人
共舞散發歡樂，並大讚二個女兒詠
希（大寶）和詠萱（二寶）遺傳
了爸爸的跳舞天分，老婆方
媛也不錯，似為老婆平
反被指舞姿笨拙之
說。

分享克服傷患經歷 勉勵積極面對困難

城城評愛妻舞姿 OK

考慮個唱上共舞
城城相信大部分朋友在疫境下會引發出負能量，所
以透過分享去鼓勵大眾釋放正面生活態度，在他

■城城最新主演的
《麥路人
麥路人》
》獲得一
致好評。
致好評
。

的演藝工作上曾經都遇上很多障礙，城城深信沒事情是
解決不來，明天會更好：「要懂得在思想和身體上作出
調節，可以從運動和美食上去紓緩，量力而為去幫
人。」提到四大天王各捐出 100 萬元助業界基層，城城
承認有捐錢，但一切由公司處理，他會身體力行去出一
分力幫人，同時會教導女兒存善心，城城稱：「女兒年
紀輕，未必很懂，但就會教她們基本禮貌，收到人家的
東西要講多謝，學識感恩。」
城城希望大家要處理好情緒，不好「屈出病」，他
以自身經歷說：「記得多年前為演唱會去曬太陽燈，因

忘了戴眼罩，不慎曬傷眼睛以致發炎，當時會提醒自己
不要受影響，幸而正式演出時已沒事，又有一次開騷時
整傷腳，結果要紮住紗布上台，入行最難忘是接拍「孫
悟空」，臉上黐滿膠水和毛，導致皮膚敏感，苦不堪
言，不過每次遇到困難，便會警惕自己放鬆心情，不要
輕易放棄，便能成功跨過。

兩女遺傳父親跳舞天分
早前城城老婆方媛的一段熱舞影片成為話題，有網民狠
批其舞姿動作笨拙，四肢不太協調，叫她在家多跟天王學
習，當問到城城有否教老婆跳舞時，他笑說：「佢有老師
教，唔使我教，我都好忙，不過我都欣賞佢沒有接受過專

兩歲女兒爬地撞崩門牙 陳柏宇：不會過分保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達里）《埋班作樂》作品
展音樂會前晚於疫情下成為首個大型公眾活動，大會
緊守限聚令只限 5 成入座率，免費派發口罩及為入場
觀眾量體溫。近 70 位表演歌手及創作音樂人台上先
行大合照，所有人均戴上口罩，歌手除唱歌外都自律
戴上口罩，以保安全。
陳柏宇（Jason）坦言自疫情爆發後工作量大減，
影響收入：「要乞食咁滯！現在會好慳家，想買的東
西全部不買。」原來 Jason 早前網購再被騙：「想買
高爾夫球，呃一次後再呃多次，收入沒問題時買什麼
都豪爽一點。現在有新電話都不會買，送給我就用，
疫情經歷要學識積穀防饑。」提到兩歲女兒門牙崩了
一角，Jason 表示事發時他不在場，只知女兒爬地時
滑手，門牙撞在地上。他說：「我自己細個都崩了
牙，因為爭咪唱 K 撞到。」Jason 稱不會過分保護女
兒，始終要讓她自己去接觸和摸索新事物，作為父母
內心當然會有出意外的想法，但都要放手給小朋友去
試。

泳兒收神秘禮物 男友不快
鍾舒漫與鍾舒祺姊妹檔上陣演出，鍾舒漫對能成功
開騷感興奮，因為兩周前仍未知能否舉行，但她們繼
續找排舞師練舞，希望有更好的視覺效果。鍾舒漫坦
言有一年時間沒踏上舞台，一上台的緊張感就湧出

來，希望疫情快點離去，不要再爆下一波。提到離開
効力 15 年的英皇，鍾舒漫早有心理準備會有真空
期，暫時不急於找新公司，會拍跳舞、搞笑、煮食短
片等放到社交網上分享。
泳兒也稱自 1 月馬來西亞演出後已沒公開演出過，
能參與疫後音樂會感興奮，確保安全她也自備 10 個
口罩、5 支消毒酒精傍身，除唱歌外會立即戴回口
罩。昨日 38 歲生日的泳兒笑稱音樂會是最佳的生日
禮物，她自爆早前收到一份神秘生日禮物，但不是男
友送出的，她說：「收到蛋糕和可以去酒店 Staycation 的禮物，我有問男友是不是他送，他說不是，感
覺到他有點不開心，最後原來是一位識了好耐的新加
坡女友人送。」提議泳兒生日正日可與男友去 Staycation，她表示有工作要做，而且好友搶閘送了禮
物，不知男友會給她有什麼驚喜。
■鍾舒漫和
鍾舒祺對於
演出如期舉
行，感到十
分興奮。
分興奮
。

業跳舞訓練，跳得唔叻，但都去接受挑戰好好學習，每日
帶完囡囡上幼兒班，便會利用空餘時間學舞，（她有跳過
給你看？）沒有，通常喺屋企都要湊小朋友，但就有放片
給我睇，我對她評價是OK的，以一個沒有跳舞底子，只
學過幾堂來說算是有天分，只是未發掘出來，（有向你請
教？）有問過我，她跳得不錯，（演唱會上夫妻檔一起共
舞？）咁緊要，使唔使一家上台，等我克服到困難先，
（驚佢踩到你隻腳？）唔係，我講笑，最緊要大家開心，
等我考慮下，（現實中試過一齊共舞嗎？）諗唔起，同埋
兩個囡囡一齊就有，因為開音樂引小朋友跳舞時，我們四
個便一齊跳，每一個都跳得好叻，兩個女遺傳咗我有跳舞
天分，兼非常活躍。」

■泳兒 38 歲生日，
獲好友送驚喜。

■周柏豪深深體會在疫情下不是什麼都理所當然
周柏豪深深體會在疫情下不是什麼都理所當然。
。

傳新劇戲份被刪

周柏豪莫名其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阿祖）周柏豪昨晚出席時尚品牌活動，由於疫情關
係已有一年沒於公開活動見人，他來到時有點感觸和起疙瘩。他坦言這一年收
入大受影響，但都有做過慈善及網上音樂會，提到陳柏宇笑言收入大減快要做乞
兒，柏豪笑說：「打個電話來我可以幫他，其實有好多人比他更慘！」
不過明年他將積極投入工作，會做巡迴演唱會及為無綫拍攝多齣電視劇。但提到柏豪
■陳柏宇坦言被疫
有份參與《使徒行者3》的拍攝，卻被指刪走其戲份？柏豪澄清：「我只客串了兩
情影響收入，
組，畫面只得10幾秒，應該無得再cut，所以都有點莫名其妙，即使再要cut也不
要 積 穀 防
會不開心，因為是支持件事，可能拍第4集又不知怎樣呢！」
饑。
柏豪之前的言論受到抨擊，他都明白會令人有很多聯想，他感慨這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姊妹淘》節目主持陳詩欣、蔡嘉欣、吳
年香港社會和娛樂圈也發生太多事，就他個人而言，現他的電影和劇
紫韻昨日出席公司的網上購物平台活動，三人並分享美容心得，她們在疫情生
集一樣能於內地播映，經理人也有為他安排到內地工作，只是衡
活下，都多了花費在網上購物，吳紫韻自爆適逢要換季又有折扣，近期便用上
量花上 28 日隔離是否值得：「加上我是一家之主，太太又不
五位數字在網上買衫、手袋的物品，而詩欣同樣買得瘋狂，也試過買下 100 對
夠力，我要幫女兒沖涼，否則她就 28 日無涼沖！」談到他
耳環，頓時令旁人嘩然。
的情況跟楊千嬅近似，柏豪坦言二人私下有閒聊幾句：
■李克
詩欣解釋：「往往下單到購物車後，會忍一忍先，結果加起來累積有百對耳環，
「大家就當是人生經歷，不阻着前進，路仍好長，
勤透露今
大多是數十元一對，不算昂貴，也是方便襯衫，但大家聽到我買成百對耳環時，
會明白不能滿足所有人，所以便珍惜每一日，也
次歌曲的創作
反應都很嘩然。」她在社交平台經常放上穿一件頭的泳照，但就甚少透過網
深深體會在疫情下不是什麼都理所當然，不是
及 MV 拍 攝 ， 均
上選購泳衣：「網上無得試身很難揀選，我試過中伏買了一件『離罩』泳
永遠的！」
帶來不少新面孔。
衣，因外國尺碼偏大，會預計錯誤。」至於嘉欣對一件頭或三點式泳
柏豪強調自己從沒發表任何政治立場：
衣都不抗拒，自嘲身型沒什麼睇頭，穿哪一款式也沒震撼感。
「無論我坐或企都給人講，學校又無
詩欣被問到好友余香凝突爆奉子成婚，有否邀她做姊妹？她
教我處理危機，當時我好難過，已
謂：「未知，也不大清楚，據知對方稍後會出席活動，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李克勤的全新廣東歌 找來人氣網絡平
經不是想10多年辛苦工作和形
時等佢自己親自交代，(見肚未？)不清楚，都係睇報道
《為食熊貓》於昨日推出，歌曲故事講述一對情侶因為 台「微辣」合作，
象會如何，是擔心家人，但
先知佢入紙註冊，估計她近期會較忙，我恭喜她後
疫情關係，大家不能外出見面，連約會吃飯也不能，只 由豪 Dee、佩男及 Yelo
聽到粉絲支持的說話，
都是簡短回應多謝，相信她再有消息會通知我，
能靠叫外賣、隔着熒光幕談情，跟現下生活常態相當切 分別擔任MV男女主角。
我喊了好多次，到女
其實都知她想結婚有一段時間，咁耐以來，
此外，克勤今年首支派台
合。
兒出世，我就全
聽佢講最多是想快些結婚，我最頭痕是她
為了給歌迷帶來驚喜，今次歌曲的創作及 MV 拍攝帶 的廣東歌《格林童話》獲得五台
心 照 顧 家
結婚了，將來我結婚時沒人幫我做姊
來不少新面孔。克勤表示：「我喺幾年前嘅一個頒獎典 冠軍，對於歌曲得到好成績，同時
人！」
妹。」詩欣亦已見過對方的未婚
禮上，講咗個『西裝論』，用西裝比喻自己歌曲風格。 亦是首位擁有五台冠軍歌的登頂男歌
夫，大讚他靚仔體貼、溫柔、好
我嘅歌係走西裝嘅成熟路線，但喺所有牌子當中其實係 手，克勤表示十分開心：「因為今次疫情
■左起：
錫余香凝，對佢好好，有一
有啲 young line。今次呢隻歌可以話係呢隻唱片入面嘅 關係，其實今年留喺香港嘅時間多好多，所以
吳紫韻、陳
百分，作為朋友的詩欣會
young line。所以會見到隻歌搵咗一班年輕嘅製作班底， 多咗好多時間做唱片，比起之前做唱片嘅時間多
詩欣、蔡嘉欣大
支持好姊妹決定，送
作曲、填詞、監製，成個歌曲編排都係比較走年輕嘅路 咗好多，擺喺呢隻唱片嘅時間同心機相對都好大，攞
談網購趣事。
上祝福。
線。」MV方面，克勤這次不會於MV中演出，但他特別 到五台冠軍好開心。」

陳詩欣網購買下百對耳環

李克勤《格林童話》獲五台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