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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模特、演员熊黛林
近日宣布生下双胞胎女儿。4
月 25 日，熊黛林一家四口合
影曝光！熊黛林和丈夫郭可
颂各抱一个孩子，熊黛林甜
蜜靠在老公肩头，画面十分
温馨。

据报道，新手妈妈熊黛
林表示第一眼见到两个女儿
时，感动又开心，“两个女儿
眼睛好大好漂亮，老公开心
得不得了。”出名宠老婆的郭
可颂，在熊黛林入产房前非
常紧张，见到老婆同女儿平
安时终于松一口气。但由于
初生婴儿太娇小，令新手郭
爸爸不敢乱抱两位前世情
人，最终要靠老婆出手。2013
年3月，熊黛林与郭富城分
手，结束了7年的感情。

2015年1月，熊黛林带男
友郭可颂见家里人。2016年3
月9日，郭可颂与熊黛林宣布
在香港注册结婚，正式成为
夫妻。2017年11月6日，熊黛林
发微博宣布怀孕。

刘琪

熊黛林喜得两女

李敖过世后，前女友王
尚勤所生的女儿李文和李敖
遗孀王志慧杠上。李文提起
诉讼，并要争骨灰、遗产，下
月8日开庭。而近日，李文又
在网上先列出8条罪指控王
志慧，更说争取到骨灰后，会
带爸爸离开“有蒋家灵塔的
地方！”

李文控诉李敖遗孀王志
慧 8 大罪状包含吊唁不通
知、火化不通知、遗体过程不
通知、李敖昏迷与死亡不通
知、骨灰地点不通知、遗嘱有
无不通知、拒开骨灰坛、骨灰
地点没询问。种种因素都让
李文相当不满，而她更申请
做亲子鉴定、以及要争取一
半骨灰及遗产等。 明丽

李敖女儿告继母
争夺父亲骨灰

大 S（徐熙媛）2001 年以
偶像剧《流星花园》女主角

“杉菜”一角红遍亚洲，而《流
星花园》可以说是偶像剧的
鼻祖。而随着《流星花园》日
前在视频网站平台重新上
线，剧情和各主角再度成为
讨论话题，大S也有感而发自
曝：“我演到一半就不喜欢杉
菜了！”

《流星花园》讲述贵族学
校道明寺、花泽类、美作、西
门等四人与贫穷少女杉菜之
间的故事。大 S 在 4 月 25 日
早微博发文透露，当初演到
杉菜在道明寺和花泽类之间
举棋不定时，大 S 跟导演蔡
岳勋表示讨厌杉菜，不会演，
导演则是以“她还年轻不懂
感情的事、一个平凡的女孩
突然被两个大帅哥示爱，难
免晕头转向”最后才说服大
S。不过大 S 仍表示：“总之，
我演到一半就不喜欢杉菜
了！”如今重播后，大 S 也写
下：“这下漏洞百出！我承
认……但我还是很努力地美
化了她。” 王峰

大 S 自曝
不喜欢“杉菜”一角

香港“四大天王”中的黎明之
前公开与女助手阿Wing相恋，并
承认将为人父，近日传来阿Wing
早产一个月生下千金的消息。4月
24日黎明在社交网站坦承自己荣
升父亲，并承认女儿早产。此前四
大天王中的张学友、刘德华、郭富
城也都已婚，而且都是生的女儿，
因此，网友戏称“四大天王”变成
了“四大岳父”。作为几代人的记
忆，同时也是影响华语娱乐圈的
明星，四大天王虽然各有不同的
感情经历，但如今都已为人父，拥
有美好的家庭生活。

51岁黎明刚当爹

今年已经51岁的天王黎明，
自从2012年和前妻乐基儿离婚后
就一直单身，鲜有绯闻传出。这次
为黎明生女的阿Wing是他的助
手，比他年轻19岁。但在“四大天
王”这个队列里，黎明可是最晚当
爹的一位了。

黎明 1966 年出生在北京，后
来随家人移居到了香港，并在
1985 年以歌手身份进入娱乐圈，
唱红了《两个人的烟火》、《你让我
忘》、《看上她》等歌曲，后转战影
视圈，去年以导演身份拍摄的电
影《抢红》上映但票房惨淡。

进入娱乐圈后，黎明曾与周
海媚传出绯闻，更被指插足周海
媚和吕良伟的婚姻。之后，黎明爱
上了一起出演电影《玻璃之城》的

舒淇，两人分合7年，因黎父介意
女方出身而最终分手。时至今日，
提起这段恋爱，网友还都唏嘘不
已。没过多久，黎明与“翻版舒淇”
乐基儿恋情曝光，两人于 2008 年
秘密结婚。但 2012 年两人宣布离
婚。在四年婚姻生活中，有指黎明
在乐基儿身上花了 7 . 5 亿，买名
车、游艇和豪宅，但乐基儿离婚后
拒绝承认拿了 2 亿分手费。

感情上经历多年沉浮后，黎
明终于发现对的人就在身边，与
女助理擦出爱的火花，如今更迎
来爱的结晶。不过媒体的关注让
黎明非常不适应，为此，他专门发
了很长的声明希望给早产的女儿
安静的环境，并表示为女儿和孩
子妈妈好好休息，不影响医院和
其他病人，他将不再去医院。

张学友被女儿“嫌弃”

而这个队列中，最早成家的
是张学友。张学友的妻子罗美薇
是1965年出生，比张学友小了四
岁。1985年，20岁的罗美薇在拍摄
电影《痴心的我》时结识了张学
友，随后二人开始恋爱。但真正公
开，却是到了1987年。

1988年，张学友经历了人生
低谷，当时媒体频传他消沉、酗酒
等新闻，也就在此时，他和罗美薇
的感情出现了问题。那年3月，两
人宣布分手。但不愧是歌坛天王，
张学友同年9月宣布戒酒；年底，
他宣布将会重新追罗美薇。1991
年两人复合后，罗美薇退出娱乐
圈，开始在家相夫教子；1996年，
两人在英国注册结婚。

2000年，张学友成功升级成
张爸爸，他们的大女儿张瑶华出
生；2005年，二女儿张瑶萱出生。
现在，张学友的大女儿张瑶华已
经18岁了。之前张学友对家人一
直是小心翼翼的保护，还自己亲
自接送大女儿上下学。

2012 年，张学友曾抱怨：“跟
她（大女儿）说话时如果她不喜欢
就会走开，返回房间不理人。”
2013 年，张学友再次抱怨：“大女
儿很羡慕同学碰到明星，像之前
Maroon 5 来香港，她觉得没见到
很倒霉。我问她‘我也是明星啊’，

她却说‘你不算’。”
被女儿嫌弃的张学友，看来

也是一枚“女儿奴”了。现在女儿
长大成人，也要出去读书了，看张
学友对女儿这么上心，不知道以
后会是谁，能喊张学友一声“岳
父”呢？

刘德华亲自照顾女儿

“四大天王”里，第二个成家
的就是刘德华了。刘德华与妻子
朱丽倩的相识和恋爱都是十分低
调的。朱丽倩是马来西亚吉隆坡
人，家境富裕，比刘德华小5岁，20
岁认识刘德华，很快两人同居。虽
然刘德华与朱丽倩曾被多次拍到
过，但刘德华一直没有承认。直到
2009年，刘德华乘坐飞机从马来
西亚抵港，刘德华在机场和朱丽
倩十指紧扣。这一幕也被称为“世
纪牵手”。

2009年8月29日，刘德华公开
发文宣布已经和朱丽倩结婚，并
说自己想有个小孩。2011年11月29
日凌晨，刘德华在自己的官网上
留言，宣布“吾家有喜”。2012年5
月9日，刘德华的妻子朱丽倩生下
女儿刘向蕙。自从女儿出生后，刘
德华就减少了工作量，并表示只
要不工作就在家照顾女儿。

由于刘德华对女儿保护得很
好，网上关于小姑娘的照片很少，
毕竟20多年前，刘天王就能把天
王嫂保护的那么好，现在要保护
女儿和老婆的隐私，肯定更是用
心。不过从一些被意外拍到的照
片，刘向蕙长相很像妈妈。

之前媒体就曾在2012年报道
过：刘德华不想让女儿曝光，搬离

豪宅，宁愿每个月花六十多万元
租房，甚至以118万元每月的价格
请4个贴身保镖和3个保姆照顾妻
女。2017年刘德华拍广告片意外
坠落受伤，至今一直在家休养陪
女儿，很少公开出席活动。在刘德
华2017年生日会上，他剪辑了住
院期间的片段，还亲自填写歌词，
制作成歌曲《来生也需要你》的
MV，播放给粉丝观看。刘德华的
女儿与太太都出镜了，女儿给爸
爸喂水、按摩脚部，朱丽倩则扶着
华仔在病房学走路，场面感人。

郭富城为女儿砸重金

作为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
城，在乐坛、影坛获奖无数，但相
对事业，其恋情来得更精彩。根据
知情人士统计，郭富城出道之后
先后和多达十个女明星传出过绯
闻，其中包括钟丽缇、藤原纪香，
以及半公开的熊黛林。

2015年12月1日，郭富城微博
晒出一张牵手照公布恋情，当时
还引起了段子手们和各路人马的
狂欢，转评量也是惊人。

郭富城的妻子方媛1988年出
生于上海，开了一家网店，是一位
网红设计师，她比郭富城小了20
多岁。2017年4月两人结婚，当时
还有人吐槽郭天王婚礼给老婆置
办的东西太过简陋，看着很廉价。

但随着女儿Chant的出生，郭
富城逐渐开始将关注点转向家
庭。2017年9月，郭富城在微博宣
布自己当爸爸，随后在活动现场
表示女儿名叫Chant。当时有媒体
报道，传出方媛有喜的时候，郭富
城花了3千万港币在上海买房当
作给岳父、岳母的聘礼，后又砸5
千万港币在上海买豪宅。他还预
定了香港知名医院头等房顺产套
餐，共计4天3夜，要价约8万人民
币，简直是下了血本！

现在“四大天王”都有了女
儿，张学友把女儿惯出了“公主
病”；刘德华女儿前三个月都是他
亲手照顾；“抠门”的郭富城为女
儿豪掷千金；相信黎明也不会差
的。如此溺爱女儿的“四大天王”，
在未来一定是最最最严格的“四
大岳父”了。 本报综合

刘刘德德华华和和朱朱丽丽倩倩

张张学学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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