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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展鵬憂

父女情

2021年6月18日（星期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陳展鵬昨日到新城電台接
受薛家燕主持的節目訪問，而家燕姐
即場送了幾盒果汁給他作父親節禮物，
他笑言是今年第一份收到的禮物。展鵬
近日多在家陪伴女兒，但他即將連開三
齣新劇，預計留家的時間會很少，他
大呻這數月來辛苦建立的父女情
會被打破！

受影響

當上爸爸後過第二年父親節，展鵬
表示未知太太單文柔會給他怎樣

的驚喜，不過能夠放假在家陪伴女兒「小
豬比」，其實每日都是過父親節。展鵬透
露即將連開三齣新劇會很忙，將這數月來
辛苦建立的父女情重新打破：「每次要開
工時，跟女兒的感情便麻麻地，她會叫媽
咪多過爸爸，會走過去黐着媽咪，我要好
似撩女仔一樣，希望她理吓我。最近她吃
東西時會來坐我大髀，開始覺得她需要爸
爸，之後去開工幾個月，怕她又不認得我
了！」
展鵬表示女兒有時會百厭，他本身也想做
嚴父，但總給女兒的可愛所融化了，最後不
捨得罵她，像之前女兒有追看他主演的劇集
《逆天奇案》，還在家躲起來再現身，用手指
扮揸槍，女兒更愛擺甫士影相，影完又要看拍
得是否漂亮。展鵬指女兒的性格熱情，試過有
次升降機門一打開，看到站着個小男生，她就
主動攬實對方，表現得很熱情，他笑說：「我
都怕人家父母會不喜歡，因為現在疫情關
係，大家會比較注重衞

山聰改變主意想追多個
此外，陳山聰即將過人生的第一個父親節，他
為電台節目《一家大晒》擔任嘉
賓，分享初為人父的感受。
陳山聰表示兒子 Jaco 出生
後，時間好像過得特別
快，不知不覺兒子將近
一歲，但對於兒子出生那
一天仍然歷歷在目：「第
一刻看到兒子真的十分難
忘，當時不停流淚，連麻醉
師也笑言『原來陳生你平時
拍戲的眼淚都是真的！』，
反而太太則非常冷
靜。」
兒子當然未懂得為他
慶祝父親節，但山聰笑

間。「劉鑾雄慈善基金」創辦人劉鑾雄一
直熱愛觀賞電影，難得在業界面對最困難
的時候施以援手，他希望藉今次的無償捐
獻，能為業界創造就業機會，渡過難關。

望兩年內拍八片

電影圈。
而《總會拍電影》計劃即日起至八月底
接受申請，參加的劇本會以不記名方式，
分別交予由電影工作者總會委任的四位業
界專業評審挑選，為公
平起見評審名單將
不會公開，保證
以劇本質素行
先，歡迎新
導演參與，
而每部電影
獲批款項上限
是 420 萬 港
元。
● 甘比與丈夫劉鑾雄
支持香港電影業。
支持香港電影業
。

方媛湊兩女四圍去
自封
「超人媽媽
超人媽媽」
」
●方媛去健身室
方媛去健身室，
，並不擔
心女兒會四處走。
心女兒會四處走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郭富城與太太
方媛育有兩名女兒，城城對兩個前世情人都寵
愛有加，不過他經常要拍戲工作，平日就由太
太專心照顧和教導女兒。方媛亦於社交平台分
享與女兒們的生活日常，讀書以外每有空閒，
便是媽媽與女兒們的親子樂時間，方媛接「大
寶」（大女兒）放學，大寶就開心得像小猴子
纏着媽媽的腿；當偕兩個女兒到公園遊玩，
「二寶」（小女兒）最愛在草地上奔跑，玩累
了去吃下午茶餐，二寶吃巧克力吃得美滋滋，

周末又帶兩個寶
● 平日多由方
寶去看最愛的ba媛照顧女兒。
媛照顧女兒
。
by shark， 還 有
去海邊玩沙，最後又到過主題樂園「歷險」，
媽媽要照顧兩個寶寶，就一手拖一個，不過兩
姐妹感情很好，無論出街或扮靚靚，都會一起
拖着手，令媽咪非常放心，故即使方媛去健身
室做運動，甚至自己扮靚時也不擔心女兒們會
四處走，方媛並自封為「一個愛美的超人媽
媽」！

●山聰即將
過人生第一個
父親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許廷鏗
（Alfred）和鄭欣宜昨日為服裝品牌旗艦
店擔任剪綵嘉賓，同場現身還有顏卓靈、
陳蕾等。Alfred 看過欣宜為品牌新系列拍
攝的小冊子，大讚這個「不修圖」主題很
貼近欣宜不修邊幅的個性，欣宜和應說：
「試過同粉絲合照，發覺他們用很重濾
鏡，影出來完全不似真人，我就話咁靚不
用執圖，追求天然美，如果每張相都執
過，萬一我有日失蹤點搵到我呢，哈
哈。」Alfred 笑言：「我們仍然青春，要
留下來的應該是自然美，展示真實一
面。」
Alfred 自爆入行 12 年，今次在廣告中首
次着短褲露小腿，笑言：「以前性感底線
在腳眼，很久沒見過自己的膝蓋，通常出
席活動覺得穿長褲比較莊重，原來夏天穿
短褲好爽。」穿上牛仔長褲現身活動的
他，問到是否酬勞高才穿短褲，他笑稱：
「唔關事，(越多錢越露得多？）如果要
用錢衡量，若有幾千萬廣告就可由長褲變
成三角褲，幾千萬唔着褲就太便宜了，
（叫價好高？）三角褲真係好大……心理
包袱！It's not a big deal！有機會可以試
多些不同服裝。」說到泳褲上陣，
惜肉如金的他表示：「之

前出海拍攝節目都有着泳褲，不過要以四
角骨褲打底，（密實過着睡衣？）唔會，
我睡褲也是長褲，就快講到我夏天着樽
領，哈哈。」

●許廷鏗

鄭欣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唱
作歌手朱主愛（小草）近年主力在內
地發展，因疫情關係令她有一年半時間未能
返家鄉馬來西亞探望家人，周日父親節令小草再度
思鄉，掛念在馬來西亞做生意的 60 歲爸爸。小草形容
爸爸性格被動，不會把愛掛在嘴
邊，平常都是透過媽媽做傳聲筒，
但小草知道爸爸其實很擔心她，曾試過
因為擔心她而睡不着。
已有一年半沒見爸爸的小草，表示以往定
期一個月左右就會回家探望父母，疫情令她第
一次隔了那麼久都不能見家人。小草說：「家
人是傳統派，十分保守，爸爸當初極力反對我加 ● 朱 主 愛 指 父 親 當
入娛樂圈，因為當時仍在讀書怕會學壞，但最後爸 年反對她入行
年反對她入行。
。
爸還是尊重我的選擇，但要求我一定要跟家裏保持
聯繫。」小草一直遵守這個承諾，務求讓父母放
心，也知道爸爸一直都以她為傲，很欣賞她的作品。
小草說：「爸爸試過催促我快點出新歌，也詢問過新
歌為何沒有 MV，因為他想看到我。」小草表示只有
照顧好自己，就是對爸爸最好的報答，也是令爸爸最
感動的事。她說：「現在只是想回家，只要家人在一
起就可以，也希望跟爸爸聊天，聊他的過去，了解他
●朱主愛已有一年
在這一年半的經歷和故事。」小草也借父親節的機
半時間未能返大馬
會，希望爸爸身體健康、長命百歲。
探望家人。
探望家人
。

朱主愛每逢佳節倍思親

而新上任「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的古
天樂也答謝劉鑾雄的捐助，說：「好多謝
『劉鑾雄慈善基金』捐助電影同業，這個
計劃希望在兩年內拍八部電影，劉鑾雄先
生知道有這個計劃後，即刻慷慨地捐贈港
幣一千萬元，助我們行出第一步。」古天
樂稱會繼續用各種方法去籌劃其餘的電
影，並希望為總會帶來改革，進一步推動

言已為自己預備好活動：「本來沒有特別打算要
慶祝，但這是我人生第一次過父親節，意義也蠻
重大的，最後也訂了餐廳簡單慶祝一下，拍個照
留念也好。」
陳山聰希望 Jaco 能成為一個充滿正能量、快樂
又頂天立地的男子漢，這樣就夠了！至於會否再
多生一個小孩子，山聰說：「未有
Jaco 以前會覺得一個便夠了，
但 Jaco 出生後，想法便有
些改變！我自己有很多
兄弟姊妹，感情也很
好，想到如果 Jaco 是獨
生子，將來我與太太百
年歸老，他好像很孤
獨，因此現在也有多生一
個的念頭！」

許廷鏗惜肉如金
穿泳褲要打底

朋友交換照顧小朋友的心得。
Grace 又笑言自己身邊的人，更心急想
至於周日父親節， Grace 表示疫
她快點生個女，反而她個人感覺有兩個仔
情關係，只打算留在家中簡單地
已經很足夠，會想遲些才去計劃。Grace
一家人慶祝，而大仔拍片唱歌
坦言自己很疼錫兩個兒子，即使他倆做
送給爸爸，Grace 表示自己亦
錯事也不忍去責怪，老公鄭嘉穎
有爸爸，也想為他慶祝父親
即會挺身做「壞人」，自此
節，之前她跟爸爸一起逛
她跟老公的角色便有了定
街，爸爸就看中了一個
位：「但我們都協議是一齊
銀包，只是太過昂
去做『壞人』，就算要
貴不想她花錢，在
寵壞兒子亦行動一
她面前說還是不想
致，畢竟要做個稱職
要，怎料回到家
媽媽，仍然要邊學邊
中，又跟媽咪靜雞
做！」Grace 透露大仔
雞說很喜歡那銀
將入讀幼兒班， 正為他
包，媽咪轉達了爸爸
挑選學校，首要會想兒子
的心意，最後也買下
先把中文學好，故想安排兒
●陳凱琳指現有兩子
來送給爸爸，他表現
子入讀傳統學校，並鍛煉要他
已經很足夠。
已經很足夠
。
得滿心歡喜！
學會獨立。閒來會和一班媽媽級的

劉鑾雄慈善基金捐千萬 推出《總會拍電影
總會拍電影》
》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電影界近兩
年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致業內人士
開工嚴重不足，電影同業一直想盡辦法守
望相助，望早日渡過難關。「電影工作者
總會」繼早前向同業發放「疫境支援基
金」後，現與「劉鑾雄慈善基金」簽訂協
議，由「劉鑾雄慈善基金」捐贈港幣一千
萬元予「電影工作者總會」，推出《總會
拍電影》計劃，助電影界同業疫境自強。
根據協議內容，一千萬元捐款將用作贊
助「電影工作者總會」開拍電影，條件是
台前幕後所有工作崗位均需聘請香港電影
從業員，務求增加本地電影同業的工作機
會，也希望為新一代的電影人帶來創作空

●展鵬近幾
個月放假都會在
家陪女兒「小豬
比」玩。
資料圖片

生。」不過，由於女兒不怕陌生人，而一直有廣
告商接洽拍廣告，他表示也不介意女兒出鏡，只
是也要遇上合適又感覺健康的廣告才會與女兒一
起接拍。故不介意偕女兒拍廣告，但要視乎性
質。

兩歲大仔開始反叛
陳凱琳不捨得罵 嘉穎
嘉穎做
做
「壞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陳凱琳
（Grace）昨日以「仁濟慈善大使」身份出
席 《仁濟關愛小領袖月捐及義工計劃》啟
動禮，活動上她與兩位小女孩齊齊合作做
手工，表現很合拍。談及義工們也想她多
添個女兒才作這樣安排？Grace 帶笑表示
應該沒特別意思，其實平日在家中，她也
同樣跟兩個兒子經常有互動。但男仔是否
難坐定定？ Grace 說：「可能我兩個都是
仔，很早已經懂得和男仔相處，其實男仔
比較簡單又直接，溝通起來較容易明白，
不過大仔有時亦會反叛，但有家長朋友說
這也屬於正常的。」Grace 又表示兩個仔
已很識時務，像每次出街前要先戴口罩，
但大仔有時會「扭計」，她跟老公便堅持
不出門口，大仔看到亦會乖乖地戴上口
罩，看得出僅僅兩歲的小男孩已經十分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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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展鵬昨
日接受薛家燕
主持的節目訪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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