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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杰倫為疫情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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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心如幾乎在每道菜裏
都加了辣椒。
都加了辣椒
。 網上圖片

● 周杰倫與阿信今次相約
非為音樂而是為打機。
非為音樂而是為打機
。

● 居家期間
居家期間，
， 心如天
天絞盡腦汁想菜式。
天絞盡腦汁想菜式
。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新冠疫情急速惡化，當地民眾紛紛留家抗疫，許多電視台相繼暫停
節目錄影，不少明星取消工作。台灣女星林心如也待在家中做好防疫，她自爆再也
無法用工作忙碌作為藉口，來逃避煮菜這件事。她晒出這幾天做的料理，笑稱
發現自己竟然有做菜天分，真是意外的收穫！歌手周杰倫發出以一張雙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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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的禱告藝品照，寫下 「平安健康」，更約樂團五月天主音阿信留家打

林心如下廚煮餸
機。

周杰倫 約 阿信打機

近日台灣疫情持續擴大，林心如
在社交網分享其居家抗疫日

何雁詩指老公地位不如愛犬

常，貼上多張讓人口水直流的料理照片，
笑稱：「終於再沒有藉口逃避煮菜這件事
了。」
林心如驕傲地透露，這幾天意外發現自己很有做菜的天
分。她坦言，平時只做一道菜就得花上好幾個小時的她，
這段居家期間，在不用看教學影片的情況下，每餐都可以
做出 3 道以上的美味料理。她表示，自己在手機裏下載
了一堆生鮮網購的 app，並天天絞盡腦汁想菜式，
連最不愛吃的茄子都煮出來了，「實在很感
人。」

照顧霍建華愛好吃辣口味

●愛犬獲
邀 出 席 活
動，何雁詩笑言
帶挈她賺錢。

而有細心的網友發現林心如幾乎
在每道菜裏都加了辣椒，一度以
為是女兒「小海豚」被訓練
吃辣，心如回應：「是大
的那一隻。」原來是

老公霍建華愛吃辣的關係。女星王以路大喊不相信這是林
心如的手藝，「要眼見為憑！疫情結束後我要去吃！（其
實就是個愛吃鬼想蹭飯吃）」，林心如大方回應：「來來
來」，還有網友點菜「避風塘炒蟹，謝謝」，她亦坦白笑
回：「這難度太高」。林心如也呼籲台灣民眾好好待在家
裏、不要出門，既是保護自己也是保護他人，「防疫加
油，大家一起加油手牽手度過關鍵時刻！」
周杰倫日前也在IG呼籲粉絲，待在家裏最平安，可以觀
看其主導的真人騷《周遊記》，欣賞節目內容，旅遊、魔
術、音樂、並邀請藝人朋友林俊傑、蕭敬騰，一同參加實
境節目。前日他再發帖文，祝禱「平安健康」，吸引近 8
萬粉絲按讚，五月天阿信留言該帖文：「平安健康」，周
杰倫則回覆：「最近不能約了但手遊可以」，粉絲也在兩
人留言互動下留言：「阿信、杰倫都要做好防疫、平安健
康」。

帶同1歲女兒「小珍珠」見見好友，楊茜堯留言表示約
了幾次才成功見面。她說：「約了又約，約了又約，
終於見面啦！我們這些父母都是長不大的孩子，希
望孩子們長大後都要像我們一樣，繼續相親相
愛。 JacoBB好可愛，敏之EE，期待下次再帶我
們去好玩的地方！」

楊茜堯帶女兒外出聚會

反觀香港疫情稍有緩和，之前多留在家中湊女的楊茜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何雁詩（Stepha（前名楊怡）近日也與陳山聰父子及陳敏之相約一聚，更
nie）昨日帶同8歲愛犬「牛油杯」出席「寵物奧斯
卡」活動，她表示愛犬生活得很美滿，因從小到大也
是一家人為牠服務，像是皇后一般，而自己地位低微，
不過老公鄭俊弘才是家中地位的最低層。
而愛犬獲邀出席活動，Stephanie 笑言其帶挈她賺到份糧，所
以也特別會買狗糧慰勞牠。她指疫情至今令她收入大減，最近才回
經典的廣東歌，當中包括電影《喜劇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莫文蔚
復有活動出席，可以賺外快，笑問為何不是老公去賺錢，她說：
王
》 主 題 曲 《The Way You Make Me
（Karen）定於下月
11
至
13
日假紅館
「Fred都有一齊搵錢，他現在在無綫拍劇賺錢，我就出來搵錢。」
Feel》。
開騷，近日推出了全新廣東歌《因
Stephanie 自資推出 EP 約一個月，知道銷量也不錯，在近期多大公司歌手
在 Karen 主演的《喜劇之王》中，每一
一個人而流出一滴淚》後，她再
有唱片推出下，自己仍能於銷量榜佔一席位，深感並不容易，她也表示現正物
個場口都令人留下深刻印象，所以今次在
為歌迷送上影像專輯《The
色唱片公司傾未來合作。問到自資 EP 能否回本？她說：「只計唱片上就回到本，
《The Voyage》中，Karen 特別揀選了石
Voyage》，顧名思義會以
如果計每首歌的製作就難一點，而能夠有這麼多朋友的幫助和支持，已經好感恩。」
澳為其中一個取景地點，而且還回到《喜
音樂紀錄片的形式，
Stephanie 透露希望今年能舉行到實體音樂會，會考慮麥花臣或 Star Hall 兩個場地，本來
劇之王》其中一個重要拍攝地點石澳健康
與樂迷分享她對事
也喜歡戶外騷，只是現在天氣太熱。
院 ， 於 院 中 拍 攝 《The Way You Make
業、愛情及香港
Me Feel》的 MV。拍攝期間，Karen 特別
的感受外，
以 現 場 收 音 的 方 式 重 新 演 繹 了 《The
亦會演繹
Way You Make Me Feel》，歌曲不但重
她5首
●黎明經過今次
黎明經過今次，
，發 ● 越野車一度被卡住
越野車一度被卡住，
，黎
新編曲，在拍攝前更與樂手多番排練，十
掘到原來香港好多地 明下車幫手解決
明下車幫手解決。
。
分專業。
方都好靚。
方都好靚
。
對於重遊舊地，Karen 感受良多，她回
憶 道 ： 「 一 唱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好多畫面喺腦裏面浮
現，感覺就好似昨天發生一樣，
呢度實在有太多難忘嘅回
●黎明到湖邊體驗飛蠅釣
黎明到湖邊體驗飛蠅釣。
。
憶！加上有少少海

莫文蔚選《喜劇之王》場景拍 MV

黎明發掘香港靚景好去處

嘅 Off-Road（越野駕駛），一直都好想嘗試，但
平時因為冇時間比較可惜，今次玩完先發掘到原來
香港好多地方都好靚！之後嘅廣告系列我仲會由陸
地玩到水上，着住水鞋到湖邊體驗Fly Fishing（飛
蠅釣），同埋仲會喺戶外欣賞動人嘅星空，希望帶
出『發掘更多可能』的訊息！」
花絮中，Leon除了駕駛越野車穿越森林外，更
要走過崎嶇又陝窄的山路，驚險非常。Leon 笑
說：「原來Off-Road並唔容易，有好多路段難度
好高，譬如當架車駛到去好多石嘅路段時，如果
遇上一啲大石，會令越野車被卡住，呢個時候就

需要落車，用鋼索連接同伴嘅車先可以跨越。」

與家人相處時光就是財富
除了戶外拍攝，是次花絮也展露了更多 Leon
温柔的一面。其中，Leon與小朋友之間的互動非
常溫馨，二人不但一同在水池玩釣魚遊戲，小朋
友更在 Leon 的雙腿上肆意畫畫，而 Leon 則體貼
配合，哄得小朋友嘻哈大笑，令人感到暖意入
心。Leon表示：「家人嘅笑聲、同家人相處嘅時
光就係財富。今次除咗同小朋友喺屋企嬉戲，接
住我仲會同佢一齊欣賞夜空。」

泳兒入院吊鹽水仍心繫學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泳兒（Vincy）
為無綫歌唱選秀節目《聲夢傳奇》擔任導師，她
對學員的表現尤為緊張，就算有病入院期間，依
然跟學員開視像會議，盡己所能提供意見。
Vincy 表示：「其實之前唔舒服咗幾日，一直
用意志力同飲水撐住，尤其是比賽嗰日睇住佢哋
上台嘅表現，令我好感動，演出比我預料中更
好，把自己的病痛都忘掉了。」不過比賽一結
束，Vincy 即又暈又嘔，最後要入院檢查兼吊鹽

水，檢查結果原來胃部發炎，不過 Vincy 叫大家
不用擔心，要專注比賽，臥病在床的她依然心繫
學員，她說：「當我知道佢哋要開網上會議，初
步傾吓比賽嘅計劃，我都着緊擔心佢哋，入院這
幾日，都有上網看好多參考資料，好希望可以喺
我現在呢個狀態都可以盡力去幫到佢哋，希望可
以保住晒我哋成個團隊、全部隊友。」Vincy 在
病床上身穿病人服跟大家透過電話開視像會議，
可見其態度專業認真。

● 泳 兒 ( 下 方)
方)
跟 JW
JW、
、聲夢
學員進行視像
會議。
會議
。
而對上一集，Vincy 及王灝兒（JW）以導師身
份親自上陣，跟紅組隊長何晉樂（Rock）出戰，
重新演繹陳奕迅的《裙下之臣》，兩位導師穿上
的火辣紅裙令人眼前一亮。

●莫文蔚再到石澳健康院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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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感覺好爽！」除了《The Way You
Make Me Feel》外，另外 4 首經典廣東歌
都同樣會重新編曲，並於拍攝其 MV 時以
現場收音錄製，讓樂迷猶如現場觀賞 Karen獻唱一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何婉
盈和楊立門前晚為網上直播
音樂會 《星級靚聲演唱廳 》演
出。何婉盈會選唱自己年代的金曲為
主，她透露早於一個月前簽約無綫，
「因有見女兒已長大，自己多了時間出
來，不過這次跟無綫並非簽長約，只是兼職身
份，有適合角色再夾時間，我有 20 多年沒拍
劇，但對現時劇集都有留意，近期比較喜歡胡鴻
鈞飾演的《降魔的》『石敢當』一角，他唱歌都不
錯，以我這個歲數，應該都可以做他媽媽。」
問到最想跟哪位演員合作，她笑言：「如果做三哥
（苗僑偉）太太一定開心到爆，若然是第三者角色就要
做到最衰，這樣才能引起觀眾反響，做到出街被人鬧才
算成功，（女兒支持你拍劇？）沒問她，她最愛看
《愛·回家之開心速遞》，但這個大家庭好難加入！」
楊立門透露將於下月 15 日假香港文化中心開騷，之前
受疫情影響，已經三度延
期，雖然現時限聚令只准七
成半入座率，慶幸老闆不介
意蝕少少都支持開騷。說到
他跟下月 19 日在紅館開唱
的胡楓（修哥）舉行日期
相近，楊立門認為各有
不同觀眾，沒有影響，
而嘉賓方面有何婉
盈、小龍女龍婷及
音樂大師趙增熹 ●何婉盈和楊立門為網上
支持。
直播音樂會演出。

何婉盈簽約無綫 最想演苗僑偉情人

拍廣告由陸地玩到水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黎明（Leon）拍
攝的財富管理廣告系列大受歡迎，網上瀏覽率已
經近 5 百萬，早前全新廣告推出，Leon 再以戶外
造型駕駛越野車展開旅程，廣告中 Leon 拍攝非
常落力，不惜穿山涉水，駕駛越野車穿越叢林、
到湖邊體驗非一般的釣魚、並與小朋友一同觀
星，盡情感受更高人一等的地球人生活。
外表溫文爾雅的Leon今次挑戰不少戶外活動，
他表示：「作為一個地球人，梗係要盡情嘗試不同
嘅生活，咁先可以發掘更多財富嘅無限可能！所以
今次嘅拍攝好好玩，例如可以體驗平時比較少接觸

●楊茜堯帶囡
囡見陳山聰及
陳敏之。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