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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是在Bob位於觀塘創業街的3千呎公司
進行，看看他雙手遞上的名片，職位是

Chessman H.K.董事總經理（MD）。成立公
司，只因為Bob明白到花無百日紅的道理，自
己已經35歲，想為家中3個小公主及太太的生
活鋪路。

成功升呢做CEO
「之前一直都有朋友問我有沒有興趣搞公
司，我都覺得未係時候。直至去年底，在澳
門有13年歷史的Chessman想擴展香港平
台，我同合夥拍檔一拍即合，各投資7位
數字在香港成立兄弟公司。好多人可能想找
我接job任司儀，但時間同價錢未必合適，咁
由我介紹畀其他人。跟住客戶又想我度埋廣
告，開間自己的工作室，會有好多Back up。
況且呢一行係花無百日紅，可能今日我好多
嘢做，但明年又有另一個人爆出，可能已經
冇人搵我做嘢，有自己的製作公司，對我及
家人來講，係一個好好的保障。由接廣告、
度橋，甚至搞製作統籌，落埋廣告一條龍服
務，仲會以老闆身份親自去見客，畀到信心客
人，所以呢幾個月接觸好多品牌老闆。So
far，公司成立短短3個月，盈利已夠交一年的
租金。」

接job講良心有底線
認識Bob是在5年前，偶然機會下先認識他的
太太，繼而再認識他。曾聽過TVB監製Ken哥

講，阿Bob不怕蝕底。那時候要開節目《Big
Boys Club》，但因為J2是新台，拍膊頭找Bob
幫手。「我好信因果，我做人第一宗旨，就係：
『只要你撐我，我就一定撐你！唔使講嘢。』09
年監製找我幫手，我時間就到，咪幫吓手。做人
就係咁，做《兄弟幫》，令我認識了其他監製、
導演，可以上TVB其他節目，令多些人認識
我。好多人覺得我襟撈，咩工作都接，但我有自
己的底線，像早前有個客搵我拍胸圍廣告，要我
戴住個Bra夾條事業線拍廣告，我覺得Over
咗。仲有個廣告搵我整容，要我成塊面每個部位
執，要我變成面尖尖，變尖就唔係阿Bob啦，再
者我覺得自己個樣幾靚仔啊！過唔到自己良心的
事，我唔會做。」

低潮靠《老表》翻生
看阿Bob一身打扮，戴金鏈、金耳環、金

勞，他坦言早幾年有師傅教他戴金器個運會
好，結婚初戴起，這幾年是「行好運」，事業
發展順風順水，發過豬頭。雖然已經忙不停，
仍不忘記宣傳《老表，你好hea！》，只因人
生低潮拍了劇集《老表，你好嘢！》，令自己
上位。兩年後拍續集，更成為重頭男角。
「2年前因為雜誌封面影到我上唐樓揼骨同

買成人光碟，工作量即時跌咗，剛好祖藍問我
有冇興趣拍劇，當然立即應承啦。拍了第一
集，演技大受好評，隨後演出工作不斷，也才
有現在的續集。所以你記得幫我寫多些《老
表，你好hea！》，好好笑㗎，造型就極似朝

鮮領導人金正恩，劇中我係一個偽文青。而且
我同會細細粒打破電視史上接吻最長鏡頭的紀
錄，仲要係一take過，由房錫到去廳、再返入
去房。最大件事這是細細粒的初吻，不只是熒
幕初吻喎！是真的初吻呀！另外，劇中我仲有
機會嘴對嘴親吻女神萬綺雯，連老婆都話監製
明益我！」

妻做強大後盾
03年由陳小芝介紹入新城做廣告部，短短半

年已經跑到好好的業績，後來覺得做廣告沒挑
戰，轉職做DJ，由執頭執尾慢慢到報交通講天
氣，捱足10年，成為今日的CEO。努力背
後，Bob最多謝太太在背後支持，撐起頭家，
令他可以在外打拚。
「家中有6個女人，老婆、3個女、2個工人
姐姐。太太現在全職湊女，我好感恩有這個好
太太照顧屋企。好多人問我是否想追個仔，其
實我覺得一個家庭有3個小朋友才開心。3個女
各隔3年，像大女霏霏現在讀小學，見到我在
家會唱歌給我聽，二女熹兒一見我入門口就飛
撲出來攬我。現在盡量安排時間參加個女學
校的活動，有些事錯過了就未必可以返轉頭。
同埋盡快與太太拍結婚照和度蜜月。」

在TVB台慶劇《老表，你好hea！》中飾演郭寶的林盛斌（Bob）以朝鮮領

袖金正恩造型現身，和陳嘉佳（細細粒）激咀15分鐘，夠晒搞笑。很多人覺

得Bob時來運到，做DJ、主持、婚宴商演司儀到拍劇，一日24小時都不夠

用。其實是Bob懂安排，未雨綢繆，Bob半年前投資百萬港元與朋友合資成立

廣告製作公司Chessman H.K.，為家中4母女過優質生活而打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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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黎燕珊應
邀為華懋集團關愛社會的
年度綠色教育活動所辦之
「華懋行」擔任慈善大
使，昨日她聯同糖兄妹、
余宜發等到大潭水塘郊野
公園參加慈善步行。珊姐
透露因為「仁美清敘」有
意明年辦慈善步行籌款，
故今次趁機汲取經驗。
提到前亞姐顏子菲早前

稱有意隆胸，問珊姐有何

意見？她指未有留意此消
息，但覺得新一代女仔的
思想作風較前衛，她說：
「以前服裝稍暴露都要保
母過目才可以穿，因為建
立形象是需要好長時間，
行錯一步會影響很大，尤
其我有仔女，自問未能接
受隆胸。而顏子菲只要了
解本身能承受得到壓力程
度，就選擇自己的路。」
另談到今屆亞姐決賽一改

再改，又因12月或有新老
闆接手，故必須再提前至
本月22日舉行。作為大師
姐的黎燕珊認為，無論如
何都希望亞姐要延續下
去，始終已辦了大約28
年，已是一個有代表性的
選美。問她可會幫忙做評
判？珊姐笑言未被邀請，
但也不會接受邀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官恩娜（Ella）
昨日為一間藥行擔任「一
日店長」，去促銷一氣管
及鼻敏感藥，她苦笑自己
一直患有氣管敏感要長期
服藥，而其法籍未婚夫是
位醫生，但他倆未有同住
故經常督促她吃藥，有時
自己有脾氣也覺得他好煩
會有點小磨擦，因此會取
笑他是個「食藥控」。不
過Ella甜甜地說跟未婚夫
快會結婚一起住，暫定婚
期會在明年年初，到時老
公可以日日提她吃藥。
至於婚禮形式，Ella透

露應該不會大搞，由於妹
妹已爬頭先嫁，且舉行過
盛大婚宴，現又已經生了
孩子，所以父母沒催促
她，更沒要求太多。問會
否在家鄉大溪地舉行婚
禮？Ｅlla說：「雖然仍有
親友在大溪地，去年我也
才回去一趟，但回去要坐
20、30個小時機程，太遠
了，我只希望婚禮簡單而
隆重，可能帶點法國、廣
東及客家形式，也不想去
到未婚夫鄉下舉行，最好
在香港不用飛來飛去。」
不過Ella提到，大溪地本
是法屬殖民地，她可於18

歲前申領護照，然而她沒
這樣做，年多前未婚夫突
然提她其實可以有另一個
方法拿得到法國護照，到
現在求了婚她才醒覺當時
未婚夫已想迎娶她。Ella
已經拍了結婚照，但她表
示都是一些好正統的照
片，故也有想過回出生地
大溪地拍婚紗照。

香港文匯報訊 梁安
琪、胡楓（修哥）、尹光
及蔡康年昨日於慈雲山出
席「保良局慈善盆菜
宴」，身為應屆保良局主
席的梁安琪，直言當日是
創會日子意義重大，保良
局每年有不少活動舉辦，
也會親力親為，而子女一
直有幫手參與。提到本月
25號生日的何鴻燊，她笑
言最重要是請夥計吃飯，
一起開開心心。問到會送
上什麼禮物給對方？她
說：「神秘少少先。（如
何慶祝？）同朋友聚吓，
都是開心影張相，跟以往

沒分別。」
同場的修哥，被提到有

份演出《老表，你好
hea！》hit爆全城，他笑
言來自新加坡的朋友都改
口叫他劇中名字「尤
長」，又指很支持再度獻
唱《相逢何必曾相識》的
蔣志光復出樂壇，更大讚
對方很有才華。問到可有
獲得孫仔讚賞他的演出
時，他笑言很久前見過他
們，但每次傾偈都是談及
人生哲理。
對於無綫員工發起網上

聯署譴責暴力，但高層余
詠珊指此行為「反公

司」，會以扣減年度花紅
作懲罰又要求即時刪除簽
名，當中有份聯署的蔡康
年隨即除名，蔡康年指見
到事件發展，於是為多一
事不如少一事便決定刪簽
名。問到可知會扣減花
紅？他說：「不知道傳聞
是否真，但相信公司公
道，作為藝員沒有花
紅。」

亞視或易主

黎燕珊盼亞姐延續

官恩娜想在港舉行婚禮

胡楓撐蔣志光復出樂壇無綫新劇《名門暗戰》班底、
高層曾勵珍、阮兆祥、黃百

鳴、陳志雲等前來捧場；另劉德
華、梅雪詩、謝君豪前晚均送來
花牌，道賀舞台劇演出成功。
蓋鳴暉透露對這次嶄新配搭感
到合作得愉快，跟祥仔不但擦出
火花，且有這位「視帝」擔綱主
演確實令《星》劇生色得多。她
指排練緊密是她從沒試過，其中
與關寶慧排練足足一個月，祥仔
另兼顧拍劇拍了三星期，也乖乖
趁拍外景時把所有劇本唸熟。
祥仔初試演舞台劇，但他具百

分百信心，因做了百分百準備，
不擔心正式演出會走錯位甚至
「食螺絲」，即使曲風、唱腔他
亦不覺得會出錯。他又答謝新光
戲院特別撥出一間戲院停業一天

好讓他們在實際場地內排練，現
場還有原班中樂團伴奏。前晚演
出，祥仔的太太及兒子特來為他
打氣，太太還一直在後台替他換
戲服及湯水服侍。

兩主角減酬出演
關寶慧倒為演出感到緊張和害

怕，因她知道李蕙敏、黎瑞恩與
湯寶如等實力派歌手朋友會來捧
場，「李蕙敏、黎瑞恩、湯寶如
都話嚟，但我唔知佢哋嚟邊場。
我要唱歌同跳舞，佢哋秘密撐場
就無咁大壓力，所以也大家千
萬不好告訴哪一天來捧場。」
出品及製作人李居明大讚祥仔

唱功了得，更沒想到《星》劇能
凝聚到各方力量，台前幕後排練
也像大家庭一般，即使這次製作

費龐大，仍希望有好反應，到明
年再度原班人馬演出，寄望能成
為長做長有的戲寶。
提到是祥仔還是Joyce的酬勞

較貴？李居明笑言兩位主角都給
他面子在酬勞上打折，但他仍笑
說：「簽支票簽到驚，不過也簽
得好開心，好值得！」

李居明宣布《星海留痕》明年添食

黎耀祥
蓋鳴暉擦出火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視帝」黎耀祥、名伶蓋鳴暉（Joyce）主演的舞台劇《星海留痕》將公演十場，

前晚假新光戲院首場演出，黎耀祥、蓋鳴暉與關寶慧等演員聯袂編劇杜國威及出品人李居明於演出前進行開鑼拜神

儀式，現場吸引大批粉絲圍觀相當熱鬧，李居明更宣布明年會為舞台劇添食，希望能將該劇打造成新光戲寶之一。

■Bob投資百
萬港元與朋友
合資成立廣告
製作公司。

■■妻女是妻女是BobBob
努力打拚的精努力打拚的精
神支柱神支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Bob在劇內的造型極似朝鮮領導人金正恩。

■胡楓(右)聯同尹光(中)等
人赴盆菜宴兼敍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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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耀祥黎耀祥、、蓋鳴暉蓋鳴暉、、關關
寶慧寶慧、、杜國威及李居明杜國威及李居明
等進行拜神點睛儀式等進行拜神點睛儀式。。

■■蓋鳴暉跟新拍檔蓋鳴暉跟新拍檔
黎耀祥擦出火花黎耀祥擦出火花。。

■黃百鳴、陳志雲及阮兆祥亦是捧場客。

■曾勵珍、馬海倫等在後台打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