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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湯怡懷孕 7 個月，昨日
她再宣布另一喜訊，就是她夢想達
成，成立個人烘焙品牌，網上店於本

●湯怡斥
資幾十萬開烘
焙實體店。

月開始營業，首間實體店則在 6 月開
幕。她透露今次投資涉及幾十萬元。
對於即將生 BB，她表示會選擇順

湯怡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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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開烘焙

產，體驗一下做媽媽分娩時
的陣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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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店
由於湯怡大腹便便，個人容易累，生產力變
低，本來芝士蛋糕、曲奇等都是自家手作，

現都有請兩個師傅幫手：「不過我產前、坐月後都
會出餅店，我有想過巡舖時突然要生仔會點算，
哈哈！」
原來湯怡讀中學已愛上製作糕點，本來計劃年
中赴日本進修，卻因疫情未能成行，唯有待將來
BB 長大一點才再去實踐。今次開業，湯怡表
示趁疫情平租以外，也是得老公麥秋成鼓
勵，給她膽量，並不多不少有打本給她，而
投資額都要幾十萬。不過她笑指老公怕芝士
到一吃便嘔的地步，試過有次要他吃一口自
己烘焙的淡味芝士蛋糕，他都變了樣才勉
強吞下。
湯怡每日都忙整蛋糕，周日母親節她就
可有一天假期，連跑三場跟媽媽、奶奶吃
飯慶祝，她表示今年母親節特別開心，因
自己快將做媽咪，加上 7 月已是預產期，
BB 開始跟她愈來愈多交流，就是踢肚皮作
交流，聽歌特別有反應，拍拍肚皮都會踢
兩腳：「我有時都會彈琴做胎教，BB 又喜
歡炸和辣的食物！」趁母親節前，她計劃
去影大肚寫真留念。湯怡又計劃好會順產

●湯怡表
示大腹便便，
會容易覺得
累。

分娩，主要是姐姐順產也忍到陣痛，自己也想體驗作為媽
媽陣痛的滋味，不過懷孕這段期間獲得百般寵愛都感覺似
女皇。現待產前她會繼續做瑜伽和運動，希望有助順利生
產，但不會再做瑜伽倒立的高難動作，一切以安全為上，
也不想長輩擔心。
她特別答謝老公對她呵護備至，為她安排時間表，讓她
很多事情都安排有序。

月，她寫道：「細細佬滿月啦，時間過得太快了！多謝所
有 Auntie Uncle 祝福！」她還甫出一家五口的同框照，他
們五人一起切烤乳豬，以慶祝三弟滿月，畫面幸福溫馨。
杏兒結婚後4年內生了3個孩子，自第三胎出世後，她也正
式封肚，宣布自己不會再生了。

楊茜堯女兒返醫院打 1 歲針
另外，楊茜堯（原名楊怡）和羅子溢（原名羅仲謙）去
年榮升父母，誕下千金「小珍珠」，上月更為女兒舉行夢
幻生日會慶祝。楊茜堯昨日帶囡囡重返分娩的醫院打 1 歲
針，並留言向醫護人員致謝：「話咁快就要帶小珍珠打 1
歲針啦，來到珍珠出生的醫院，有很大的感受。感謝一年
前勞苦功高的醫護們，Guest Relations 部門，因為是你們
讓珍珠平安地來到這個世界，同時感受到你們很細緻的安
排和照顧，既專業又謙遜。」
她又特別感謝院方送上小驚喜，為女兒開了一個小小的
生日派對，她把相關照片上載到社交平台，相中見到她抱
起小珍珠，現場布置了生日橫額和彩色氣球，並準備了生
日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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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杏兒細仔滿月切燒豬
此外，胡杏兒昨日發文慶祝第三胎兒子滿

裕美每月 位數供養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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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人員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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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好蛋糕，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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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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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歌反映人生觀
鄭秀文：發揮療癒作用

城城年底開騷
場地不選紅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郭富城（城城）主演的電影《秘密
穎）裕美聯同甄詠珊、吳梓俊於前
訪客》前晚舉行首映禮，但由於導演陳正道及演員許瑋甯、段奕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鄭秀文（Sammi）近日推出新
晚為網上直播節目《星級靚聲演唱廳》
榮梓杉等疫情關係未能來港，只能拍片作支持，由城城獨力撐場，不
歌《萬物有時》，希望這首歌可以給大家療癒作用。
演出，已有年多沒有公開唱歌的裕美，通常
過也有張達明及李天翔前來欣賞打氣。
Sammi 表示早在 1 年半前，已收到 Demo，但一直未有合
只會在家中的廁所展示歌喉，今次難得機會除了
該片於內地率先上畫，放映三天已收超過 1.5 億元人民幣（約 1.8 億港
適歌詞：「收到音樂部分之後，一直未搵到可以描述自
唱出自己的歌曲《雪映移城》，也會選唱其他歌手
元）票房，城城對有好票房成績而高興，更答謝所有支持電影的影迷，他
己心境歌詞，直到收到現在這份詞，個感覺就是『係
的歌。
說：「聽反應大部分觀眾都在讚，作為演員聽到真的好開心，希望之後繼
佢喇！』我覺得這首歌可套用在每個人的生命入
說到跟男友林作合唱，裕美嫌棄笑道：「佢五音不
續會有好成績！」而前晚首映是他第二次看這部戲，太太方媛和家人均前
面，亦都好似幫《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這個議
全，唱歌聲線似細路仔，會提高聲線，有時又壓低把聲，
來捧場，至於兩個囡囡因年紀太小，待她們長大後才看回他的作品。首映
題，找到更深層次答案。入面有兩句歌詞我特別喜
跟平時說話的雄壯聲底有好大分別，唱歌就無力，我會喜歡
禮上未能跟其他演員一起宣傳只他一人獨力撐場，城城坦言疫情改變了
歡：『善萬物 自有得着時，花開落 有滄桑故
雄壯男人，所以經常投訴要他 Man 一些，不要太乸型，雖然
許多工作的模式，大家唯有分頭工作和宣傳，最重要是能推動到這部電
事。』每個人生命中都會遇到各自困難，一些滄桑
在他身上找不到我喜歡的靚仔條件，但他有才華和內涵，是我
影讓更多觀眾入場欣賞。
無奈的事，那一刻可能覺得好悲傷，不知怎樣應
認識中最有安全感的男友！」
提起本周日便是母親節，會如何跟太太慶祝？城城笑說：「好彩你
付，但隨着時間過去，時間會給你最好答案，每個
林作日前在首次公開拳賽中落敗，裕美透露男友的頸和膊頭肌
們提我，那天我可以跟太太慶祝！」他指最近很勤力練書法，又為
人在生命入面，會遇上無力時刻，希望這首歌可以給
肉拉傷，但她不感肉痛，只提議介紹物理治療師給他，卻遭林作拒
電影及年底舉行的演唱會做準備，差點忘記了母親節，問會否代
大家療癒作用，而不是普通一首流行曲。」
絕，說要自然好，裕美笑謂：「佢家喺屋企好惡，不時拳王上
囡囡買禮物？他說：「當然會！簡單點就送一束靚花，已經可
為表達歌曲內容意境，Sammi 和 MV 導演莊少榮曾研究
身，（你不怕給她打？）佢試吓打我，我打死佢，何況佢唔敢撩
以表達心意，而我都喜歡花！」談及年底舉行的個唱，他表
不同構想，最後大家都有相同看法，她說：「想用比較影像
我，我家養緊佢。」裕美坦言近年經營的珠寶和美容生意，賺錢
示暫時要先賣關子，但紅館連續幾年的聖誕及跨年檔期都
化感覺，去呈現這首歌意境，在 CG 特技幫助下，這部分感覺
能力較男友強幾倍。加上林作跟她拍拖後，遭媽咪取消附屬信用
最終開不成變成「邪期」，城城回應：「我只能講我不
比較深刻，整體希望帶出人在生生不息狀態入面，在不同境况期
卡，不再養他。為此，裕美每月會提供生活費給男友，她道：
是在紅館開，但詳情真的未能透露，留待大會公布
待萬物有時，在每件事都有好的生機好的出路。去到故事結尾，
「我好闊綽，通常出街都係我畀錢，如果佢畀錢就會計住問我攞
吧！」
希望可以帶出正面感覺。」
返，咁度縮好難發達，佢媽咪都係好捨得買幾百萬嘅名牌手袋，
但的士司機找贖少兩蚊都鬧，這可能是有錢人的特質。」
●張達明前
問到給林作多少零用錢？裕美表示：「每月都有 5 位數
來欣賞電影，
字，不過佢幫我做少少生意上法律顧問，不可能剩係攤大
替城城撐場。
手板要錢，自己當出份糧畀佢，沒有所謂，將來喺佢身
上掠番筆，哈哈。」
●裕美笑言
通常只會在家
中的廁所展示
歌喉。

● Sammi 重 視 MV 所 表
達歌曲內容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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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富城
在電影首映禮
唱獨腳戲。

谷婭溦首拍劇遇家暴

●裕美透露男友上次打拳，
拉傷了頸和膊頭肌肉。

香 港
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
穎）谷婭溦前
晚為首 張個人專
輯《哭牆》宣傳，
她透露新碟推出數天
已經賣斷市，更榮登兩
個唱片銷量榜冠軍，現已
積極加印第二批應市，令她
如注下一支強心針，為了答謝

同事和朋友幫忙和支持，她已準備
請大家食飯慶祝，又會計劃舉行網
上活動跟粉絲互動。
她表示：「疫情下未必能與粉絲
搞聚會，可以轉做網上形式同粉絲
傾偈唱歌，自己都好想年底搞音樂
會，不論是什麼場地都沒問題，有
得搞總好過無，現在就透過傳媒讓
公司知道。」
谷婭溦將會雙棲發展，唱歌之
外，下月會開拍處女劇集《愛上我

的衰神》，而劇中「衰神」並非早
前「放飛機」的吳業坤，她說：
「將會同胡鴻鈞合作，是一部穿越
時空劇集，我會遭受家暴，剛剛先
收到劇本，佔戲好重，我好緊張要
開始閉關努力睇劇本，（最擔心是
廣東話對白？）不是，我的角色是
內地留學生，導演話口音正就不會
搵我做，其實早在兩年前在中央戲
劇學院修讀過演技課程，希望今次
用得着，可以演好角色。」

●谷婭溦放風好想
年底搞音樂會。
年底搞音樂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