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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個 階 段 有 不 同 選 擇

林夏薇知足常樂
林夏薇下嫁身家逾二十億的金融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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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莫贊生四年
， 去年初離開 TVB 放
假，隨即做
隨即做「
「跟得
跟得」
」夫人
夫人，
，跟老公周
圍飛。
圍飛
。外間一直以為薇薇是閃婚
外間一直以為薇薇是閃婚，
，但
原來 2 人是世交
人是世交，
，一早相識
一早相識。
。薇薇坦
言人生每個階段有不同的選擇，
言人生每個階段有不同的選擇
，人要
知足，
知足
，如果不知足
如果不知足，
，那麼追求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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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追求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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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夏薇在自己的事業上升期時，選擇了
結婚，在問道是否後悔自己當時的選

擇時，林夏薇答道：「我覺得人生都有必
經的階段，婚姻也是人生新的階段，有得
必有失，在我上升的時候，我的工作就是
一直工作，而我忽略了身邊愛我的人，所
以人要知足，如果不知足，那麼追求的東
西永遠追求不完。」

有更多時間陪伴家人
薇薇於 2018 年離開無綫，現在簽約邵氏
兄弟，她表示之前自己的生活十分繁忙，
結婚後很少看見自己的老公，現在轉入邵
氏後，她有更多時間去照顧家庭。「我可
以上課、陪家人，陪我先生工作，然後我
也可以做運動，我的生意在這年也有變

化，開始和不同的品牌一起合作。」薇薇
表示，作為演員，她很喜歡演戲，所以簽
約邵氏，她說道：「新公司有更大的自由
度，讓我可以更好地安排自己的家庭工作
時間，我覺得挺好的。」

同林峯女友相處開心
林夏薇說現在自己也沒有準確打算什麼
時候要孩子，目前也在養身體的過程中，
「停下來這一年，我發現我有了很多時間
和先生相處，人生有很多階段，拍拖已經
過了，然後就是結婚，如果直接到照顧小
孩，對我來說太快了。」
6月30日是林夏薇的生日，堂哥林峯與現
在的女友張馨月也獻上了祝福，她手捧蛋糕
與他們合照。她說現在大家相處的時間不
多，與和堂哥也不是經常見面，「他這麼
忙，還抽空給我過生日，我真的好感動。」
被問到堂哥與女友現狀時，她回覆道：「只
要我哥開心就好，他開心，我也開心。」

演民俗學家挑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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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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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資深演員夏萍
（原名盧少萍）於本月 5 日因中風引致併發症在醫
院離世，終年 88 歲，夏萍的喪禮亦已定於 8 月 19
日在萬國殯儀館舉殯。
契仔林家棟昨日證實夏萍死訊，他透露契媽入住
老人院有幾年，但因中過風又患上糖尿病及高血
壓，以致身體轉差，影響到她進食困難，加上又跌
倒過幾次，令其行動也不太方便。家棟指直到今年
初，契媽身體轉差，食藥也未令病況好轉，尤其這
兩個多月她都好辛苦。家棟於電話說：「我因在雲
南拍戲，接到電話知道契媽轉差的情況，便錄低鼓
勵她的說話給她聽，醫生也說盡盡人事延長她的壽
命，我便急忙完成電影後期拍攝，立刻於 4 號趕回
來到醫院，5 號就看她到最後一啖氣走了！」契
媽夏萍有何遺願？家棟說：「應該是走的時候都齊
人，她的子女和孫都在，我都答應過送她最後一
程！」
家棟憶起跟契媽相處的時光，自然是依依不捨，
他指契媽其實一直思路清晰，還常跟他開玩笑：
「契媽份人好爽直，我常說妳得罪人多，但來看她
的人倒有很多，可想而知她是人緣多好！」家棟又
透露夏萍生前信佛，近十年都常聽佛經，所以其喪
禮也會以佛教儀式進行，他也會盡契仔之責任，為
契媽辦好後事。
演藝人協會會長古天樂對於夏萍姐離逝感到惋惜，
覺得是演藝界的損失，他表示協會會與她的家人聯絡
溝通，看一下有無需要幫手地方，都會盡力幫忙。

88

拍攝過程中一直生病
在拍攝《十二傳說》的過程中，林夏薇
稱最靈異的是她和主演蕭正楠總是在生
病，「我很少這樣子生病，差不多八成的
戲我都病在拍攝。」林夏薇稱在拍攝過
程中因為生病，她與蕭正楠的喉嚨總是在
沙啞的情況下拍攝的，「在對戲的時候，
我們互相聽不到對方的對白，正式拍的時
候就拚了老命，很大聲地說出來。」
在問到拍攝此劇中最難忘的經歷時，林
夏薇不假思索地回答達德小學。達德小學
是亞洲十大恐怖地點之一，她稱，在進入
達德小學後，就感覺陣陣寒意，並且劇組
通宵在達德小學拍攝， 凌晨三四點仍在女
廁，最靈異的是，她告訴記者，他們的攝
像機很少出現問題，「那天我們拍攝的時
候是好好的，當我們拍完，看回放的時候
總是收不到信號，大家也不敢出聲。」她
稱以前拍其他地方時大家都很開心，但是
拍達德小學的那天，他們都很認真，她表
示自己也十分期待這一集的播出。

狄以達獲修哥讚舞技出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陳松
伶、狄以達(達仔)及呂珊等，前晚於將
軍澳電視城錄影無綫節目《流行經典
50 年》，達仔獲有「舞王修」之稱的
主持胡楓(修哥)大讚舞技出色，適逢是
另一位主持譚嘉儀的生日，大會送上
生日蛋糕為她慶生。
當晚達仔選唱了幾首郭富城的快
歌，對於修哥的讚賞，他大讚八十七
歲的修哥才是舞王，更希望可以像對
方一樣跳舞跳到八九十歲：「我有個
心願係希望跳到八九十歲，好似修哥
咁叻。」
除了幕前演出，達仔透露正忙於籌
備第三間跳舞學校，新校選址在旺
角，他謂八年前第一間學校也是選址
在旺角，但因加租問題而搬校，估不
到現在又重返旺角，他說：「我目標
係想每區都有服務，記得自己細個住
屯門，會去大會堂、太空館外跟哥
哥、姐姐學跳街舞，家已經冇呢種
文化。」問到會否親自教跳舞？達仔
表示他多數是訓練導師，未必會教
班。他又指節目中有些舞蹈員也是出
身自他的學校。

■昨日容祖兒於紅館拜神，祈求事事順利。

祖兒為補場開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天后容祖兒
（Joey）昨晚在紅館舉行第八場演唱會，因上星
期一首場發生多次機關、音響及技術的故障，演
唱會未能十全十美，故她豪氣地向當晚歌迷承
諾，寧犧牲昨日的休息日時間，再開一場免費演
唱會作補償。Joey 在黃昏時分，跟一眾台前幕後
齊於紅館拜神、切燒豬，祈求事事順利。

■達仔獲有「舞王修」之稱的主持胡楓大讚舞技
出色。

車婉婉望梁舜燕早日康復

從影60年形象深入民心

夏萍從影逾60年，她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投考電影
公司成為演員，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加入邵氏電影，其
後加入無綫電視，曾參與多套電影和電視劇，近年的
電視劇作品有《城寨英雄》、《新抱喜相逢》、《舌
劍上的公堂》等，大多飾演傭人、長輩等角色。她更
在2005年的萬千星輝頒獎典禮中獲萬千光輝演藝人
大獎，無論是對香港電視界的貢獻，還是其演出的能
力都值得被敬重，形象更深入民心。

下了很大的功夫去提前準備，作為民俗學
教授，這個角色對於她而言是一個很大的
挑戰。「教授有很多專業對白，我一出
場，對白差不多有六七頁紙。」林夏薇表
示拍完這部劇後，自己豐富了很多知識，
因為看了很多關於民俗學的書，「我會用
科學的角度去分析靈異事件，拍完之後，
我看鬼片都不怕了。」

■車婉婉大呻
連續四個月外
景加廠景拍攝
十分辛苦。
十分辛苦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車婉婉前晚出席活動時表示早前剛
完成劇集《大醬園》拍攝工作，婉
婉大呻連續四個月外景加廠景拍攝
十分辛苦，較早前拍另一齣劇《牛
下女高音》時，更因為廠內太凍，
又暈又嘔，要到醫院吊鹽水。
對於有傳朱晨麗拍攝《大醬園》
期間，因經常請假影響拍攝進度，
令同劇的龔嘉欣不滿，繼而傳出二
人因此而不和。婉婉表示不知情：
「我拍攝時兩個都在場，冇請假，
應該冇事發生。」
提到八十七歲的資深演員梁舜燕
盛傳患癌症入院，婉婉表示跟對方
認識多年，之前更合作《好日
子》，她說：「知道對方唔舒服，
希望佢好好照顧身體，早日康復，
會為佢祈禱。」她又大讚梁舜燕是
超級專業的演員，開工永遠準時，
是個醒目的老人家。

連詩雅從小被誤會很惡

林家棟不捨契媽 夏萍離世 終年 歲

俗學家潘多
薇薇（右）飾演民
■《十二傳說》中
拉。

《十二傳說》本周大結局，被放倉底超
過一年，當時一度掀起話題的作品終於
播出。《十二傳說》成為觀眾最期待和網
絡高討論度的劇集，以「狐仙」、「新娘
潭」及「七姊妹」等香港著名十二個靈異
事件為藍本。林夏薇則在劇中飾演民俗學
家潘多拉，她去調查兇案故事，解開詭異
懸疑，富追看性。
林夏薇告訴記者在接到劇本之前，就

■薇薇同堂哥林峯與現在的女友張馨
月相處融洽。
月相處融洽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連詩
雅昨日到電視城為《Do 姐有問題 3》
節目進行錄影，她表示加入星夢後多
了機會接觸不同範疇的節目，除了參
加遊戲節目外，早前又跟陳家樂遠赴
韓國拍攝旅遊特輯《12 個夏天》，她
說：「始終唱歌同拍戲
好難會令觀眾認識到
藝人的真實性格。」
她透露拍攝該節
目講出感受時都
好感觸：「工作
人員話未識我之
前，會標籤咗我
係難相處的港
女，相處後發現
原來我係咁隨
和 、 咁 易 相
處。」她不諱言
從小到大經常被
人 誤 會是 自 以
為長得靚、好
巴 閉 的 女
仔，更試過有
人指她不笑
時的樣子很
連詩雅
惡，其實她
只是怕醜及
內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