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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千金莊思敏（Jacquelin）雖有個
富爸爸，但從來不會因含着金鎖匙而
做嬌嬌女，多年來都是靠自己努力，
終在天橋上行出彩虹。去年更投資點
心店，不但生意不俗，現時已在中環
開設了第二間分店，問到猴年大計，
Jacquelin希望把點心店發揚光大，計
劃在內地、馬來西亞、台灣開分店，
期望能食出個未來。
身為馬來西亞拿督千金的莊思敏
今年回鄉度歲，講到𢭃利是還是
留港比較着數，因為馬拉通常封

五元及十元紙幣，相等於港幣十多
元，她說：「因為馬來亞西的生活水

平比較低，所以利是面額相對比較
小，屋企人都是封4位數利是畀我。」
曾經先後開時裝店、化妝學校及經

理人公司的莊思敏，做過多瓣生意，
始終覺得做飲食最穩陣，去年投資的
點心店生意不俗，現時已在中環開設
了第二間點心旗艦店，稍後計劃在內
地、馬來西亞、台灣開分店。Jacquelin
說：「該點心旗艦店會以Little Twin
Stars公仔造型設計的點心作招徠，因
為Little Twin Stars是我的年齡層的集
體回憶。現在馬來西亞已經有朋友有
興趣，也在洽談中，希望把點心代表
帶去當地。至於華星客棧過完年後，
便會在上環再開多一家新店。」
說到最愛的新年食物，Jacquelin表

示最愛大馬當地傳統美食：「唔少得
『撈起』，將鮑魚片、魚生、甜酸醬
及麵底用長筷子撈埋一齊，撩得愈高
愈好，寓意撈得風生水起。」

買定桃花擺過年
向來事業心重的Jacquelin，笑言新
年願望是日日有工開，果然是工作狂
一名。而她的新年大計也離不開工

作，她坦言
希望在電影
圈 大 展 拳
腳：「我想拍
多些戲以及
做多點主持
的工作，
或 者 作
新嘗試，
例如拍舞台劇。」
來緊的日子，大家會在電視及電影上
都見到莊思敏的演出，只因去年拍的
《潮流教主》及《PG戀愛指引》均推
出，希望有不錯的迴響。她說：
「《PG戀愛指引》我都抱很大期望，
因為為了當中的角色，我增肥演出，
希望出來反應好。希望今年可以多接
一些好玩的角色，也希望有人找我拍
賀歲片，咁2017年大家就可以在賀歲
片見到我。」
至於愛情方面，單身了一段日子，

Jacquelin透露︰「因為新年會返大馬過
年，已經吩咐家人買桃花，桃花真是
好緊要，希望猴年能行桃花運，哈！
當然也希望可以有更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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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前日是章子怡37歲生
日的大日子，去年年底她為汪峰誕下女
兒「醒醒」，子怡昨日趁機在微博抒發
初為人母的感受，子怡寫道：「去年本
命年，我收穫了所有的美好。小醒醒的
降臨讓我感受到其實我的生命才真正的
開始！37歲的生日前所未有的快樂和幸
福！謝謝大家的祝福，影迷的留言，醒
醒他爹準備的蛋糕和禮物，大女兒精心
做的生日卡，還有婆婆送的毛衣，老爸
寫的詩，有人惦記真好！！祝福大家新
春快樂，闔家歡樂！ 16-2.9 LA」
汪峰立即轉發，並留言祝福讚美另一
半：「總會在某個時刻收穫曾經深埋在
心底的願望之果，只是無人知曉那孕育
的艱辛。醒醒媽，生日快樂！一切都是
值得的，一切都會那麼美好！」
此外，跟子怡同月同日生的韓庚則發
文感嘆未能一起過生日，「子怡姐，今
年沒能一起過生日，片場花絮來湊！生
日快樂！將幸福進行到底！」子怡回覆
承諾道：「明年一起過，生日快樂
庚！」

香港文匯報訊 蔣怡（Coco）去
年以驕人成績於藍帶廚藝學院榮譽
畢業，更在年底把修讀課程時寫下
的點點滴滴集結成書，名為《Call
Me Chef ! 蔣怡的藍帶成長日
誌》。適逢農曆新年，Coco與丈
夫翁狄森（Dickson）及女兒翁容
（嗡嗡）遊埠度歲，Coco 說：
「去年農曆新年，自己一個人在倫
敦唸書，今年終於可以一家人齊齊
整整好好地過！之前我們都有全家
一起去旅遊，不過今次比較特別，
我們將會搭乘郵輪，去的都是東南
亞國家，其中有越南、新加坡等地
方。今次旅遊加起來的日子都差不
多有半個月，可以好好休息充充電
及多陪伴女兒，以補償去年不能陪
她度新歲！而且『嗡嗡』十分喜歡

動物，所以到訪新加坡時，已經安
排好一定要帶她去動物園和水族
館，讓她好好觀賞一下！她很喜歡
看着魚兒游來游去，光是看魚兒都
可以看過一整天啊！」
問她是否刻意避年？Coco謂：

「也不是啊！我和Dickson只是想
趁大家都有假期，好好陪伴女兒及
讓她從小就認識世界上不同地方的
風土人情，所以一有機會就帶她去
多些國家旅行！」至於返港後會否
帶同女兒四處拜年，Coco續說：
「今年去旅行時間比較長，回來後
應該也不會到處去拜年了，所以少
派了利是，也都少收了利是！哈
哈，但過新年當然是要大家都開開
心心，我依然會準備五位數字利是
派給各好朋友及同事們的！」

香港文匯報訊 梁
雨恩（Cathy）日前
拍攝有線娛樂新聞賀
年節目，大玩空中瑜
伽並分享減肥心得。
拍攝期間，貪玩的

Cathy儘管未練好瑜
伽基本功，仍多次挑
戰高難度動作，過程
驚險萬分，幸好未有
受傷。稍事休息後，
Cathy再向教練討教

空中瑜伽的基本功，最終成功擺出甫士展美態。
Cathy表示，猴年希望覓到好姻緣，她笑言自
己有一顆恨嫁的心：「自己好怕被傷害，所以一
係唔拍拖，一拖就會視對方為結婚對象。」被問
到與薛世恆的緋聞時，梁雨恩強調二人只屬朋友
關係，受到報道影響而少聯絡，她相信緣分終會
來臨，自己亦準備就緒，她說：「自己識朋友唔
會諗係唔係拍拖對象，（是否願意跟另一半捱世
界？）哈哈，希望不用吧！」

香港文匯
報訊 王灝兒
（JW）及鄧
小巧日前作
客TVB娛樂
新聞台賀年
節目，跟主
播許文軒及
吳雲甫齊齊
跟陳國強師

傅學整馬蹄糕及煎堆，亦大談猴年大計，笑料百
出。
在整馬蹄糕期間，JW被揭發是個慳家的人，她
說：「我讀地理，環保意識好重，有時見到水喉
開住，個心會好唔舒服；有次喺公司，見到老闆
間房開咗燈，但佢係另外一間房，咁我咪走去幫
佢熄燈。」JW又表示自己是個傳統的人，她說：
「以往喺英國過年，我太太太公係官，所以家中
要放三幅畫像，所有屋企人要上香。」
談及新年願望，JW說：「我好貪心，乜都想
好，工作就希望新歌可以好似《矛盾一生》咁受
歡迎，我又想試下唱Rock嘅歌」。而小巧則說：
「希望身體健康，希望今年可以跑多些10公里，
2015年跑得一次，現在希望每個月都可以跑；而
工作方面希望暑假成功推出唱片，由巨聲到現
在，等咗好耐，終於可以出碟啦！」

中央社電 台灣
高雄日前發生規
模6.4級地震，台
南受創嚴重。藝
人徐熙媛（大S）
的內地老公汪小
菲宣佈捐款50萬
元 （ 未 言 明 幣
別 ） ， 並 表 示

2008年汶川大地震時，也有許多台灣人捐款賑災。
北京合尊置業董事長汪小菲上周六晚上在微博發

聞表示，「作為台灣女婿，我們一家四口近些綿薄
之力，也捐50萬元」。
汪小菲一家捐款，有網友留言表示「台灣人並不

領情」，汪小菲則說「那只是個別人的想法」，還
說「當年汶川地震也有很多台灣朋友捐款，都是一
家人」。

擬將點心業務衝出香港
莊思敏望在飲食界「撈起」

採訪：植毅儀／攝影：劉國權／服裝：Ted Baker／場地：點心代表

梁雨恩拍拖望結婚

寶珠姐表示年廿九是任姐（任劍輝）
的生忌，故每年這天一定會到仙姐

（白雪仙）家中悼念恩師；至於年三十晚
便會留在家中打掃一番，封定利是，吃過
團年飯便換上新衫新拖鞋，從內到外都煥
然一新。寶珠姐笑指每年吃團年飯都會吃
盆菜，因為親朋戚友多好熱閙，招呼大家
已很忙碌，所以吃盆菜最方便。
阿嗲於每年年廿九同樣會到仙姐家懷念
一下恩師任姐，初一又再上仙姐家拜年，
以及初三會到澳門燒爆竹，因喜歡聽到爆

竹聲好有新年氣氛。笑問會否也去賭場一
發新年財？阿嗲笑說：「我愛玩老虎機，
特別喜歡老虎機發出的聲響！」新年到仙
姐家又會否一起打牌？寶珠姐笑指初一仙
姐家中的客人總是川流不息，輪流到來向
她拜年。

猴年大計望加場完不了
提到猴年大計，寶珠姐將與阿嗲在五月

會合演任白四大戲寶之一《牡丹亭驚
夢》，她笑言當然想盆滿缽滿、加場完不

了。她笑望着阿嗲說：「我們合作愉快！
亦希望經濟好些，人人有安樂茶飯！」
至於完成演出後，寶珠姐都想去趟旅行

充電，但兒子和新抱或有工作要度時間。
常被問何時可以抱孫？寶珠姐慣了以「順
其自然」作回應，她笑說：「我都有跟天
經講過，每次出活動都被記者問我你幾時
生B，但他聽完都只在笑！」阿嗲幫口
說：「二人世界有二人世界的開心嘛！」
寶珠也是認同，故從不催促兒子說想抱
孫。

汪小菲捐款賑災
不認為台灣人不領情

蔣怡一家三口坐郵輪度新歲

JW着重傳統過年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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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李慶全）粵劇名伶陳寶珠與梅雪詩（阿

嗲）於昨日大年初三向讀者們拜年，祝願香港安定繁榮，和諧進步！寶

珠姐與阿嗲均重視過農曆新年，會照傳統去佈置家居增添氣氛，今年就

選購了牡丹花，亦在擺放全盒賀年糖果時，寶珠姐一時忍不了口偷偷拿

來吃，還擺出比花嬌媚的姿態，可愛又迷人。 場地提供：圓方九龍廳

■做過多瓣生意的莊思敏，
認為做飲食最穩陣。

■JW(右二)及鄧小巧(左二)
跟師傅學整馬蹄糕。

■梁雨恩多次挑戰
高難度動作。

■■章子怡生日收大章子怡生日收大
蛋糕蛋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韓庚與章子怡同月同日生韓庚與章子怡同月同日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蔣怡準備派出蔣怡準備派出
五位數利是五位數利是。。

■■梅雪詩愛玩老虎機發個新年財梅雪詩愛玩老虎機發個新年財。。

■被指懷有4個月男B的大
S與老公汪小菲、女兒跟網
友拜年。 網上圖片

■■寶珠姐稱從不催促兒寶珠姐稱從不催促兒
子說想抱孫子說想抱孫。。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陳寶珠(左)
與梅雪詩於昨日
大年初三向讀者
拜年！

■二人擺出
比花嬌媚的
姿態。

■莊思敏
坦言𢭃利
是還是留
港比較着
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