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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信 緣 分 天 注 定
林夏薇(薇薇)早前忽然閃婚，下嫁金融才俊莫贊生（Jason ），榮升「莫太」。外間一直盛傳薇薇雙喜臨門，但看
訪問當日她瘦削的身形，怎也不覺懷有身孕。婚後，薇薇在
老公的支持下繼續工作，做幸福人妻，就是如此簡單。
■撰文：植毅儀／攝影：莫雪芝／場地：FISH & MEAT

林夏薇

樂當幸福人妻
16 歲、身家
現逾年 2820 歲的林夏薇七月底秘嫁較她年長
億的上市公司董事莫贊生，並一連兩晚在山

頂豪宅舉行婚禮和擺喜宴，婚後一直過着幸福少奶奶的
生活。不過新婚人妻事業心頗重，近月已積極復出工
作。問到新任人妻的工作是否忙於駕着 250 萬的「波
子」到山頂的超市買餸，下廚為老公做飯，薇薇甜笑表
示「人妻」平時工作之一就是為劇集《收規華》做宣
傳。
「我同先生拍拖兩年左右，好多人覺得我們是秘婚，
大家覺得突然，但我們不是突然，一直有結婚的想法，
只是覺得遇到對的人就結婚。但我們兩個從拍拖開始都
是低調，我們本身都主張低調，唔係好想將呢件事(婚事)
大搞。婚後生活我和先生都唔覺有咩改變，叫做多咗一
個身份，但大家都是如常工作。初時都有少少唔係好慣
大家叫我莫太，現在開始習慣同適應，但都係好開心。
婚後未有時間度蜜月就投入工作，會好努力工作，老公
亦都好支持我。」

■婚後，林夏薇
在老公的支持下
繼續工作。

結婚生仔一切隨緣

羅仲謙有計劃結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羅仲謙離港七個月接拍
了兩部電影，現時正為《泡
沫之夏》拍攝，昨日他專程
回港出席《全球淋巴癌關注
日 2015》活動，當他聽到兩
位淋巴癌康復者的抗癌經歷
時，一度感動得眼濕濕。謙
謙留港半天後，旋即趕返台
灣繼續拍攝《泡》劇，離港
一段時間的他，可有掛住女
友楊怡？上月 28 日生日的他
笑說：「你應該同我先講生
日快樂，我生日有收短訊(指
楊怡)禮物則無須公開講，是
私下心意。」問到有否跟 8
月 30 日 生 日 的 楊 怡 一 起 慶
祝？他說：「各自都忙工
作，(多久沒見？)在 TVB 工
作沒見到她，只見到她身邊
的人，哈哈。」謙謙要為
《泡》片拍至十月初先完
工，故此，來緊的中秋節都
會在台灣度過」。問到楊怡
會到台灣共度佳節嗎？他表
示會同工作人員過，每個人
都有屋企人。
謙謙在台上聽到抗癌勇士
的經歷時，不禁眼濕濕，他

謂：「我給她們的經歷感動
到，明白人要懂得感恩，人
大了，屋企人相對都大了，
所以很多事要快些進行。(快
些結婚？)這是計劃之中，人
生必經階段，到時會公開告
訴大家。(求婚沒有？)其實早
二、三年開始覺得事業穩
定，便得計劃很多事情，好
似買樓，又希望將來有經濟
基礎能力，可以養家活兒，
可是抽不中籤買不成樓。(計
劃幾多年後結婚？) 不會限死
在一個數據前結婚，結婚是
要天時地利人和。(已有結婚
對象？)我回應是笑一笑，(已
選 定 楊 怡 ？) 答 案 是 會 心 微
笑。」

■羅仲謙聽到癌病康復者的
抗癌經歷時，感動得眼濕
濕。

■譚詠麟提着月
餅派給食客。
餅派給食客
。

譚詠麟月餅贈食客

香港文匯報訊 雖然未到中秋節，不過校
長譚詠麟日前已經迫不及待，特別邀請了環
球唱片旗下一眾歌手聯歡，一起到火鍋店食
海鮮。一眾歌手不單止有得食，仲有禮物
收，每人都獲贈由校長做代言人的月餅一
盒，真正又食又拎，皆大歡喜！
中秋佳節臨近，譚詠麟特別慰勞一眾環球
唱片歌手，為他們預早做節。他說：「大時
大節歌手、藝人特別多工作，所以特別提早
相約一班歌手做節開心下。今晚為了應節，
澤哥（陳澤武）仲專登叫同事由澳門拿了好
多月餅來香港，我一陣就同成班歌手出去派
月餅俾出面食客，等大家都開心下，實行與
眾同樂！」
果然，當校長和一眾歌手提着月餅派給食客
時，即惹來全店喝彩，食客紛紛被眾歌手的驚
喜吸引！大家真的一點不客氣，開心地取月餅
盡情享受歡樂一刻，當每圍食客都拿到月餅
後，眾歌手才開始品嚐自己的火鍋。

陳淑芬成立
「哥」
迷會

傳承張國榮真善美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 前日是「哥哥」張國榮的 59 歲冥壽，陳淑芬與兒
子、「哥哥」生前好友鄧光榮太太、女兒及連炎輝等聯同來自各地
的「哥」迷，帶備水果、紙鶴、鮮花、糕點及心意卡等前往寶福
山，為「哥哥」送上冥壽祝福。昨日剛巧也是鄧光榮大哥四年一度
■陳淑芬（後排右三）與日本
「哥」
迷合照。
(七月三十日)的農曆冥壽，希望「哥哥」、鄧光榮大哥連同「肥姐」
沈殿霞及「蘿記」羅文、「霑叔」黃霑等，能在天國熱鬧歡聚！
每年這個日子，「哥」迷都會透過不同的方式紀念「哥哥」，有
「哥」迷親自繪製「哥哥」電影及演唱會造型的沙畫及指繪，陳太
表示感謝，指這些作品非常用心及有創意，很值得欣賞和分享！
為了紀念「哥哥」張國榮這位永垂不朽的巨星及希望凝聚「哥」
迷的愛，把「哥哥」努力不懈、追求完美和真善美的精神傳承下
去，陳太決定成立「哥」迷會，並即將設立微信平台讓「哥」迷溝 ■好友相聚，紀念故友「哥哥」及鄧光
榮。
通和表達意見。

林
■夏 薇 對 生 小 朋
友一事隨緣。。

■《收規華》中林夏薇和
張繼聰有不少對手戲。

因堂兄林峯之名，林夏薇一出道就有不少觀眾認識。
09 年畢業於北京中央戲劇學院，也就是大家所講的本科
出身，林夏薇在校期間更多次獲得全國一等獎學金。訪
問間從薇薇臉上不期然流露出來的甜笑，你完全感受到
她的人妻幸福感。一個女人有了值得守護的家庭後，反
而可以更專心工作。身為家中獨女的她，婚後是否會馬
上造人呢?
「生小朋友一事真係隨緣，我們沒有編排話幾時，但
係如果有，當然會好開心去迎接，上天自然會幫你安排
好一切。其實人生有時真係好奇妙，我在適當的時候遇
到適當的人，然後去做一件適當的事。他不是這個圈子
的人，所以成為焦點之一，他也有壓力，我不想因自己
的藝人身份而影響到他。從小媽媽教我女人要有自己的
事業，而且我還年輕，可以繼續為自己的工作努力。」

林希樺開騷 鮑姐撐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著名人生導師林希樺(Elsa )前晚
於九展舉行個人 Talk Show。在 Talk Show 上，她不單自稱小
Elsa，更擺脫以往的嚴厲形象，改用輕鬆幽默的棟篤笑方式跟大
家分享她的經驗，並在棟篤笑之餘，向大家傳授如何面對逆
境，保持積極思想的秘技。早前 Elsa 已拍了一條短片，率先向
大家公開自己的一些「膠事」，前晚她更自爆自己小時候以為
端午節紀念的屈原是她的外公鮑方，因為鮑方曾演出屈原這個
角色。除此之外，她又向阿姨鮑起靜(鮑姐)開了一個玩笑，說如
果當年外公沒有留下鮑姐在亞視，她便不會當上一姐。
當晚還有不少嘉賓朋友都來到支持 Elsa 的 Talk Show，包括
Elsa 的阿姨鮑姐、梁烈唯、陳國峰、范振鋒和李思欣。除此之
外，身為這個演出的投資者 BOB，也有到場欣賞她的 Talk
Show。

■林希樺（中）開騷，阿姨鮑姐及媽媽現身支持
阿姨鮑姐及媽媽現身支持。
。

《絲海夢尋》孫礫任藝術總監
第 十 六 屆
「香江明月夜」
慶中秋活動 9
月 25 至 27 日在
香港文化中心大
劇院展開，今年
有別往年，沒有
■孫礫 採用綜藝性節目
表演，改為由福建省歌舞劇院演出
的舞劇《絲海夢尋》，該劇講述的
是發生在古代福建泉州刺桐港一家
兩代水手的遠航之夢以及期間所發
生的感人至深的故事。主要反映作
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福建泉州
等沿海地區在宋元時期雲集了各國
使者與商賈，成為當時的世界第一
大港的歷史，以藝術的形式生動地
再現了 800 年前泉州港千帆競發、
中外商貿文化溝通交流的壯觀繁華
景象。
系列二介紹藝術總監孫礫的來
頭 ，孫礫是中國著名男中音歌唱
家，福建省歌舞劇院院長，福建大
劇院董事長，福建省民樂交響樂交
流中心主任。中國歌劇研究會副秘
書長，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
第十屆CCTV青年歌手大賽美聲
組金獎；第八、九屆全軍專業文藝

調演聲樂演唱一等獎；第三屆中國
國際聲樂比賽第一名；在部隊工作
期間榮立個人二等功兩次、個人三
等功兩次；主演劇目獲 「文華大
獎」、「五個一工程」獎等眾多獎
項。應邀作為「CCTV」全國青年
歌手電視大獎賽評委。作為「當今
歌劇屆最優秀的男中音歌唱家」，
孫礫受邀與國內外眾多著名院團和
機構合作，主演全本歌劇40餘部。
2008 年孫礫領銜主演的歌劇《霸王
別姬》在美國舊金山、洛杉磯、華

盛頓、紐約、休斯敦、達拉斯 6 地
巡演，其中舊金山、休斯敦、達拉
斯三地的市長還將演出的日子定為
「《霸王別姬》日」。

第十六屆「香江明月夜」慶中秋活動
─舞劇《絲海夢尋》
主辦：國家文化部
香港主辦：中華文化藝術交流協會有限公司
協辦：香港文匯報
福建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
福建省文化廳
演出：福建省歌舞劇院
特別支持：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宣傳文體部
9 月 25 至 27 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演出四場，演出門票由 8 月 25 日開
始，在各城市電腦售票網票房公開發售。9 月 25 日晚 7：45 分(正在公開發
售)，9月26日至27日3場門票已全部售罄。
節目查詢：28809622，票務查詢：376166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