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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燕妮生前八位好友包括
連炎輝、倫永亮、高文

安、陳淑芬、周群歡、Renee
Ting、Maggie Wong 及 Joyce
Tang昨日負責扶靈，約接近
10時左右，親友辭靈後，林燕
妮兒子李凱豪緊捧亡母的遺照
步出靈堂，神情哀傷肅穆。林
燕妮的白色靈柩由靈車運抵歌
連臣角火葬場，李凱豪捧着亡
母的遺照隨靈柩進入禮堂，並
為亡母送上最後的送別儀式，
按下啟動掣。李凱豪步出時被

問及會將亡母的骨灰如何安
放？惟他沉默不語直登上旅遊
巴，家屬亦於中環設纓紅宴答
謝各位親友。

馮寶寶從讀者變知交
昨日林燕妮出殯，其生前好

友都有來送其最後一程，約於
9時，馮寶寶戴上帽子悉心打
扮抵達，她臉帶笑容向傳媒派
發印有林燕妮「十二金句」的
單張，主要是不想說太多話，
當問到她跟林燕妮相交的日

子，馮寶寶答謂：「識了三四
十年，我本身是她讀者，後來
成為知交，更以姊妹相稱，我
今日(昨日)是專誠飛回來的！」
另一位好友鄭秀文(Sammi)亦

獲公司安排下，趕及昨早從台灣
回港送別亡友，Sammi戴上眼
鏡身穿黑色套裝素顏現身，並在
兩名保安護送下步入靈堂。

Sammi喊至雙眼通紅
喪禮完畢，親友先後離開殯

儀館轉往火葬場，其後Sammi

隨之步出時雙眼、鼻子仍然通
紅，她表示昨早甫下機即趕
來，問是否終完成心願送別亡
友？Sammi答道：「是的，幸
好趕及到來，她樣子好安
詳！」談到與好友生前的難忘
點滴，Sammi說：「好多，我
們的相處，好多好深，全部在
心中，我相信我們會於天家再
見！」跟着她再到火葬場送別
好友最後一程，儀式後她未有
按照傳統習俗跨過火盆，只是
從旁邊步過離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香港著名女作家林燕妮上月31日因癌症離世，享年75歲，

喪禮昨日於香港殯儀館主澤堂舉行，一代才女永別塵凡。林燕妮的白色靈柩由靈車運抵歌連

臣角火葬場，兒子李凱豪為亡母送上最後的送別儀式，按下啟動掣。好友鄭秀文亦獲公司安

排下，趕及昨早從台灣回港送別亡友，她離開時雙眼和鼻子通紅，對於與好友生前的難忘軼

事，她說：「好多，我們的相處，好多好深，全部在心中，我相信我們會喺天家再見。」

從 台 灣 趕 回 港 送 別 林 燕 妮

鄭秀文鄭秀文：：相信會相信會

天家再見天家再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香港殿堂
級歌手陳潔靈將於7月18至29日舉行一
連12場個人演唱會。演唱會現已進入倒
數階段，並於這周與樂隊積極進行綵
排，全力為演唱會作好準備。陳潔靈更
在綵排上與演唱會的形體創作者大跳辣
身舞，令大家期待演唱會將會由更多
「形歌合一」的創意表演。
這次陳潔靈相隔24年再度舉行個人演
唱會，絕對是萬眾期待。陳潔靈表示為
了等候多年的粉絲們，她集合了各界精

英打造超強的創作班底，一定能為大家
帶來親切、極具視聽的享受。陳潔靈和
樂隊亦表演了將會在演唱會中演唱的
《蔓珠莎華》及《今晚夜》的小段，讓
傳媒朋友率先欣賞。
製作顧問倪秉郎昨日亦聯同演唱會主

辦方，向陳潔靈贈送新一張海報概念照
作為驚喜，寓意演唱會既有內涵，亦場
場爆滿。在新的海報概念照中陳潔靈以
「打開靈魂之窗」的形象展現，陳潔靈
透露這次找來24年前為她拍攝Impossible

海報的攝影大師Sam Wong再次為她操
刀，概念設計亦別有用心：「這一次
《由靈開始》海報概念是延續24年前他
為Impossible拍攝的海報。當時海報中的
我閉着眼向左邊，代表音樂上內心的感
受；《由靈開始》正式海報中的我雖然
面向右邊但也是閉着眼，與24年前的海
報對應。而這次新的海報概念照中的我
是張開眼望着右邊，代表一個新的開
始，亦是靈感的啓發，和演唱會主題
『由靈開始』對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石詠莉(Sukie)昨日到新城電
台擔任節目嘉賓主持，剛從日本
返港的她，透露此行主要為新碟
拍攝封套及MV，她大呻四日行
程十分辛苦。Sukie說：「每日凌
辰十二點瞓覺，瞓兩個鐘就起身
化妝，就係要追日出的陽光，不
過成日落雨，結果影到夜晚，因
為期間大阪發生地震，都擔心受

影響，好彩終於順利完成拍
攝。」Sukie表示過往曾多次到日
本，也曾遇過地震，不停搖晃令
她有點害怕，而此行老公鄧健泓
也有同行，因他是新碟的總監及
導演。她笑言現在黑眼圈跌到落
下巴，很想去充電，可是很快要
為舞台劇《慾望街車》演出，近
日與陳志雲及葉童綵排，已經覺
得有火花，很期待製成品出來。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李慶
全） 鄭俊弘
（Fred） 與 J.
Arie 昨日一同
出席「全港中
學 生 聲 演 比
賽 」 招 募 活

動，J.Arie為新歌《神奇女俠》染了橙髮造
型，她指花上6、7小時漂染，亦是她首次挑戰
這樣激和潮的髮色，希望可以成為個人標誌，

奈何家人及朋友倒被她這頭橙髮嚇到，也怕她
太傷頭髮，她只回答當歌手就是身不由己，自
己不入地獄又誰入地獄呢！Fred坦言不敢像J.
Arie般潮，即使剷青或像G-DRAGON般染
「蛋壽司」頭都不敢去試。
談到參加歌唱比賽的經歷，Fred指他15

歲已有參加歌唱比賽的經驗，回想當時是很
緊張，現這年代的中學生已經成熟和淡定得
多。J.Arie表示自己讀書向來字正腔圓，故
經常被同學取笑她說話都像在朗誦一般，所
以錄歌時亦需要將這習慣糾正過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梁靜儀）謝安琪
(Kay)昨日到新城電台
宣傳新歌《人妻的偽
術》，談到兒子張瞻
已小學畢業，老公張
繼聰日前出席完畢業
禮後，在社交網站感
性留言，自爆見證囝
囝上台領取畢業證書
一刻，真的會喜極而
泣，還寄語大家，日
後有任何畢業禮都不
能錯過。Kay 笑說：
「估唔到佢咁大隻，
感情同佢肌肉一樣
咁突出！其實都幾得
意，估唔到佢會咁，
我睇返段片都有感
動，個仔仲同我們講
『You should be proud
of yourself！』，個仔識

得欣賞人，我都好開
心，佢同妹妹感情都
好好，呢方面又好感
恩。」
談到新歌，Kay指歌

中表達出夫妻之間相處
也是一門藝術，她的朋
友聽完後都有被歌曲旋
律及內容感動，而她也
成為了已婚朋友之間講
秘密的對象，她笑說：
「有夫婦會分別搵我
傾偈，講夫妻間相
處問題，都聽到唔少秘
密㗎！」她認為夫妻之
間不一定要太坦白，有
時言語上都可以剪裁一
下。
Kay又自爆歌詞內容

也有她和阿聰之間相處
的實況，但就不肯透露
是哪一段。

中央社電 電影《寒單》昨天在台東開
鏡，導演黃朝亮和飾演肉身寒單的胡宇威，
以及小薰、楊貴媚等主要演員均現身。開鏡
後，隨即給演員「震撼教育」，真實的炮炸
肉身寒單（邯鄲）。看到炮炸肉身寒單的震
撼場面，主角胡宇威嚇得高喊：「我要加
薪」。當炮手將鞭炮擲向打赤膊的肉身寒單
時，將飾演肉身寒單母親的楊貴媚，雙手摀
住耳朵，躲到人群後面，看到越炸越猛烈，
楊貴媚哭得越厲害。

楊貴媚看傷口哭了
當被炸得遍體鱗傷的肉身寒單下轎後，

楊貴媚看着皮開肉綻的傷口，相當心疼，就
像自己的小孩被炸一樣。她哭着說：「能不

能不要炸身體」。供奉寒單爺的玄武堂堂主
李建智說：「炮炸肉身寒單很痛，但為什麼
還有很多人要上去炸，如果能經過這樣的考
驗，未來的人生沒有比這個還痛的了。」
將要飾演肉身寒單的胡宇威，看到震撼
場面，躲到人群後，結果還是被鞭炮炸到喊
痛。他開玩笑地說：「我的薪水要更高一
點。」他還說，真的很震撼，第一次看到有
被嚇到，從痛到榮幸到帶給的溫暖，要表現
堅持，不能丟臉，堅持到最後，展現「台東
男子漢的精神」。
胡宇威透露，片中的自己身體會有驚人

的傷疤痕跡，而鄭人碩更需要接受致殘、聽
力受損甚至排洩失禁的挑戰，一如他以往影
片，這次角色難度可見一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東華三院萬聖節
反轉樂園慈善跑」將於11月3日假香港迪士尼舉
行，為東華三院何玉清教育心理服務中心籌募經
費，以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兒童及青少年的發展。
昨日慈善跑記者招待會假樂園酒店舉行，出席嘉

賓除東華三院王賢誌主席、籌委會主席暨東華三院
總理蔡加怡及多位董事局成員外，該院更邀得「星
級大使」鄭欣宜與多位「活力大使」，包括東華三
院前任總理馬蔡加敏、森美、Super Girls及丁子高
等，一同到場呼籲大家踴躍支持是次慈善跑。各位
嘉賓更聯同米奇老鼠及米妮老鼠，與東華三院何玉
清教育心理服務中心的受助家庭一起大跳熱身操。

陳潔靈積極為演唱會綵排

行 善 最 樂

謝安琪詫異老公為兒子畢業流淚

石詠莉大阪拍MV遇地震

J.Arie為新歌染橙髮

炮炸肉身震撼場面 胡宇威嚇喊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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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秀文鄭秀文（（右右））離開時雙眼通紅離開時雙眼通紅。。
■■林燕妮生前八位林燕妮生前八位
好友扶靈好友扶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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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演肉身寒單母親的楊貴媚（前左
）哭成淚人。 中央社

■■看到炮炸肉身寒單的震撼看到炮炸肉身寒單的震撼
場面場面，，主角胡宇威主角胡宇威（（右右））嚇嚇
得高喊要加薪得高喊要加薪。。 中央社中央社

■■陳潔靈與形體創作者大跳辣身舞陳潔靈與形體創作者大跳辣身舞。。
■■製作顧問倪秉郎亦聯同演唱會主辦方製作顧問倪秉郎亦聯同演唱會主辦方，，向向
陳潔靈贈送新一張海報概念照作為驚喜陳潔靈贈送新一張海報概念照作為驚喜。。

■■東華三院王賢誌主席及籌委會主席暨東華三院東華三院王賢誌主席及籌委會主席暨東華三院
總理蔡加怡等致送感謝狀予一眾演藝嘉賓總理蔡加怡等致送感謝狀予一眾演藝嘉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