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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晉安 曹永廉

藝人化妝期間，大多
閉目養神、爭取時間

休息，但當郭晉安（
安仔）遇上曹永廉

（阿廉），就雞啄唔斷
，大談湊仔經，話題

圍繞着家中的寶貝：
一歲兩個月大的郭令

山

（Brad）和一歲四個月
大的曹保熙（Brando

n），由如何處理蚊叮蟲
咬，到分享兒子學行心

得，無所不談，一臉幸
福的慈父模樣盡入鏡頭

。

當上爸爸已有一年多了
，迎接人生第二個父親

節，安仔與阿廉不約而
同笑言未習慣

「爸爸」的身分，仍未
感受到當中教養的壓力

，現階段仍然忙於招呼
這位家中新成員。

回想起去年二人接拍《
ID精英》之時，劇中安

仔飾演的入境助理方浚
杰與阿廉飾演的

重案組高級督察鄭柏宇
進行正反大對決，戲內

安仔傳授阿廉如何拿捏
反派的神緒，戲外則

是早安仔兩個月當爸爸
的阿廉，教導安仔解決

BB問題。

兩位「ID精英」，身在
工作、心在兒子，名副

其實的城中模範的Idea
l Daddy。

拍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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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一開始，安仔和我們分享了一個夢，

這是發生於兩個月前他到內地拍劇時，夢見

Brad突然變成了電影《奇幻逆緣》的主角

Benjamin Button ，變成了一個年老的嬰兒，

「那一刻我只想抱住他、保護他，就算於拍攝

現場都抱住，和他講人生道理，唔係所有事都

可以如意，既然變成這樣，就要接受。當我醒

來，細想分析這個夢，就是我好想保護他，不

想他的生命受到傷害，這是我們分開了十日後

的啟示，現階段我是一個保護他的爸爸。」

經歷第一次別離，再見到兒子，安仔發現

有相當多的驚喜，「當我回來後，發現Brad有

很大的變化，學會了很多，看着他有好大的趣

味，就如看到小時候的我，我的哥哥見到我個

仔就講笑話：「乞人憎！」因為Brad和我BB

時一樣懂得詐喊，冇眼淚出。他就是我的兒

子，我們的關係也愈來愈近。有時Brad都幾任

性，例如他喜歡掟嘢，但我唔會強制性阻止，

相反我會和他一齊掟，他鍾意掟紙巾盒，我執

回來和他掟，仲要掟得更加遠，跟住兩、三日

後他唔再掟，因為那好奇心已經滿足了。」

近日H1N1甲型流感肆虐，安仔亦一早作出最

高度的戒備，除了是因為太太歐倩怡極之重視營

養健康，「加上外母於廣華醫院的兒科工作，接

觸過很多講出來嚇得死你的個案，聽後就知道，

只要求他能健康成長去到某個歲數，已經好難。

加上家中的衛生標準非常高，雖然我識得湊B，但

太太都唔會畀我做，驚我的衛生達唔到她的標

準，非常嚴謹！首先返到屋企第一時間一定要先

洗手沖涼，我先可以掂到Brad，因為工作拍劇經

常到荒山野嶺，就算衣服表面看上去乾淨，其實

滿是沙塵。所以未沖涼我唔敢掂個仔，沖完涼先

可以和他玩，但太太的要求實在太高，我達唔到

標去餵奶。」雖然未能擔當餵奶的工作，但能

夠看着兒子成長點滴，安仔已很安慰，更和我

們分享Brad學爬的趣事：「他由唔識爬，到

變成了『軍人爬法』，因為他的腳好懶，但

對手就好夠力，所以只得兩手爬動，對腳就

唔郁，直到現在腳開始有力識郁，好似狗仔

周圍爬喇。有時成個人向後𠳓底，然後碌過

去拿東西，現在識得坐着彎低腰拿東

西，腰開始識得用力。雖然未學行，

但我們已經訓練他找東西扶住企起

身，更觀察到他識得自己

拿東西，所以當他呀呀的

手指指要拿甚麼，我們就會

擺落地下，由得他自己去坃。」

郭晉安
成 長 發 現 曹永廉

重 要 娛 樂

衛 生 嚴 謹

湊BB已不再是母親的專利，作為父親

的阿廉也親力親為，不時落手落腳照顧

Brandon：「每逢假期工人放假，我們兩公

婆都會一齊去照顧BB，當然平時有工人處

理，但只要我有興趣都會參與，幫手餵奶，

唔想任何事都依賴工人，怕第二時BB以為

是工人把他養大，所以希望有任何能力範圍

以內的事，我都會爭取自己做，我都好享受

餵奶換片，當中的親子樂好重要，唔介意犧

牲休息時間，假期時一大早起身去湊BB。」

除了處理Brandon的日常作息，阿廉更

為兒子搜集各樣育兒教材，已報名今年暑假

開始上playground外，更早已帶他上健身課

程，連安仔也聞所未聞，聽到阿廉講解時驚

訝又感興趣：「這是由大人陪同下做的小朋

友伸展運動，由導師帶領下玩遊戲。在家

時，我要Brandon做gym，例如在床上翻筋

斗或者左右碌，BB亦覺得好玩，所以每日

我們都可以在床上面玩好耐。其實翻筋斗一

點也不危險，在軟的地方，拎起他雙腳倒

吊，再用手扶住推過去，導師解釋這樣能令

BB骨格成長得更好，容易引導他學習行

路。除了做運動還有好多遊戲、唱歌仔等，

等到BB唔驚接觸陌生人。」

B
兩位絕世好爸走

在一起，滔滔闊論其湊B心
得，奔波於工作的安仔因為
Brad而有不同的啟發，而阿廉則以
嚴謹且慈愛的心去關愛Brandon。

阿廉則以電視機來比喻兒子Brandon的重

要性，他笑說：「以前冇了電視機唔得蕂，而

家冇冲電視娛樂唔緊要，但我唔可以冇冲個

仔！他的每一個階段都好吸引我，由他開始嗌

一個音，到而家識得凓凓呀呀同我們溝通，雖

然唔知道阿仔講乜。每日第一時間要返屋企，

我唔同安仔，從來未離開過兒子，每天看着他

都覺得好神奇，出世時只是毫無反應的飯，到

而家好多作狀表情，甚至學行學講嘢，所以我

留在家中唔去街陪住兒子已經有好大樂趣。」

Brandon仔精靈可愛，令阿廉笑遂顏開，

不過有時都曳曳令爸爸勞氣：「現在他開始有

脾氣，我就會運用適量的聲線，希望可以控制

他不要太過分。他很喜歡咬東西，但又唔肯咬

奶嘴，講道理邊識聽？我會用不同語氣令他

分辨出乖或曳。雖然我和太太並沒有分明誰

是忠奸的角色，但由於太太好錫Brandon，

自然有點縱容而變成了忠，但我希望兒子有

規矩，成為奸也不要緊，目的是令他明白

事理，所以會鬧個仔，不過他又好黐我

身，我覺得他識得分，知道我好錫佢，但

曳的時候就會聽到我唔鍾意的語氣，既然

他識得分，我更容易去教育他。」

床 上 運 動

湊 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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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上最新的家庭
照，Brandon活潑可愛，作
為父親的阿廉也感自豪：「現在
遇上有孩子的藝員同事，一定傾過
不停，記得拍《ID》劇時，我和安仔
一走埋就傾細路仔嘢。這是開心的事，
一來證明我已經成熟長大，加上我本身
又不是走偶像路線，現在的家庭形象
亦好健康，已經生了小朋友唔會影
響我的工作，我一樣好畀心機拍
劇，Brandon的出生，帶畀
我好多歡樂。」

自從兒子出生後，
啟發了安仔放低自己：

「以前未有孩子的時候，覺得
自己好緊要，常常為工作表現
自己、籌算下一步。現在覺得自
己並不重要，我應該專注於孩
子，當然工作我會珍惜去做，
我冇事做的時候，我就會好
專注去照顧我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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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刻我在想，我的兒子將來也會當上父親，我想和他分享我做父

親的心態，讓他將來當父親時作為參考，將我的觀念一代一代遺傳下去。

同時寫下我現在對他的看法與期望、一些父親節的祝福語，加埋我的父親

心得，擺落一個時間錦囊的信封內，等他長大後再拆開來看。」

安仔的
父 親 節

《ID》劇中，安仔所飾演的方浚杰乃是駐守羅湖管制站的入境處總入

境助理，更以羅湖關口作拍攝實景，對安仔來說是相當難得的經驗，為了

深入了解入境處的工作，他更有機會到羅湖站一天，視察他們的運作，

安仔相當興奮：「仲可以進入好多禁區，平時我們只會過關經過，今

次是可以停留拍劇，這機會相當難得，作為一個香港人，可以演到這

個角色，那一刻得到相當大的滿足感。拍攝時可以得到入境處同海

關全力支持，同埋對入境處有更多認知，好多運作、述語、暗語，

劇中都會用番。更深體會是入境處職員每天需要面對好多奇形怪狀

的人出入境，他們都是旅客，入境處作為迎賓，點樣分辨到他們入

港的真正目的？我覺得幾有趣，有些黑工夠膽死𦭓住電鑽過關，點

會蠢到話自己來香港旅遊，會𦭓個電鑽呢？點解會蠢成咁？亦是笑

料百出。」

除了關口趣聞，安仔更驚訝原來生活上的大小事項，都與入

境處息息相關：「例如我的兒子坃出世紙，原來係關入境處事，當

時拍劇正好我的兒子要坃出世紙，因為我唔明申請細節，幫忙拍

攝的人員就叫我打電話找他們，為我解答所有問題。而我要請外

傭照顧兒子，原來又關入境處事，當時拍劇又要處理兒子的事

務，都要多謝入境處幫我解答好多問題。」

幫 了 大 忙

令安仔最印象深刻
的一場，就是鄭柏宇把方
浚傑的妻子張思敏（姚嘉妮飾）
推落樓：「當方浚杰去到時，張
思敏就pop一聲跌在他面前。當時
我都緊張，點樣去演繹？驚？更恰
當是崩潰。當方浚杰好崩潰的時
候，卻見到鄭柏宇一個魔鬼的反
應，只是若無其事，哦了一
聲就轉身離開，那場面
相當震撼。」



「其實父親節是一個大人的節日，主要多個名義讓大家一齊出來相

聚見面，帶小朋友出來見𣈳人。對於我來說，我會比較重視母親節，因

為馱住BB十個月好辛苦，加上老婆係要鴴，當然父親節我對爸爸都有

表示，一定會送禮物和請他食飯，但我自己慶唔慶祝就唔緊要，兒子

還細，邊識得呀。」

阿廉的
父 親 節

繼《戇夫成龍》及《阿旺新傳》，阿廉第三度遇上安仔，今

次他所飾演的鄭柏宇是劇中的大反派，身為警察的他與入境處

的方浚杰原本是好友，及後發生了大量的矛盾衝突：「其實

今次同安仔合作得好好，安仔為人又好，雖然之前有合作

過，但兩套戲數埋都冇十場對手戲。今次就非常之多，加

上我是害他一家的大反派，雖然我以前都演過唔少壞人

角色，殺過人坐過監，但並唔突出明顯，所以要掌握鄭

柏宇的魔鬼心態有一定的難度。多得安仔好肯去教我，就

算沒有他的場口，我有唔明白，都會向他請教，安仔就會幫

我度，因為去年他拍《與敵同行》所飾演的唐立言，有很好

的經驗和我分享，真係幫了我一個大忙，那些意見，我真的從

未想過！」

在旁被阿廉大讚的安仔也害羞了，連忙說不是，更讚阿廉轉數

快，才能一講即明，而戲外初為人父的安仔卻急不忙要向早兩個月成

為爸爸的阿廉請教湊BB心得，阿廉為安仔做預言家：「因為剛好我的

兒子比安仔的兒子早兩個月出生，所以我每個月發生的事就是一個預

告，讓他有心理準備，就如小朋友在出生後兩、三個月時，腸胃未習

慣，夜晚會唔舒服同痛而喊，但其實係冇事，先有了醫生解釋，加上

我的兒子亦實踐了，咪話聲畀安仔知，預先知道咪唔使到時驚。」

互 相 教 路

平時溫厚可親的
阿廉，於劇中要化身成
為魔鬼，為了演繹更傳
神，阿廉不時向安仔虛心請
教。然而戲外反而是安仔向
阿廉詢問有關湊仔心得，兩
人可算是凹凸配合，互
相幫補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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