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Rain與

金泰希於2012年合拍廣告而認識，於翌

年元旦日被韓媒公開約會照片斷正，其

後二人大方承認已經交往一個多月。兩

人一直愛得火熱，更多次傳出婚訊。

兩個人拍拖總有爭執時，金泰希曾

經表示，剛開始拍拖時只想讓對方看到

好的一面，但隨着時間流逝他倆也爭吵

過，亦遇過困難，反而更確定Rain是個

非常溫暖的人。

Rain睽違3年回歸歌壇，本月15日

凌晨推出新歌《最好的禮物》，是由歌

手PSY製作，Rain參與作詞，由於歌詞

中處處透露戀人間的甜蜜，亦像是他與

金泰希的寫照，讓外界猜測這首歌是不

是他量身打造的求婚曲。據知，Rain的

友人向韓媒大爆：“Rain是以寫給金泰

希的心情創作這首歌，特別是‘最大的

喜悅’這句歌詞，其實是金泰希（喜與

希同音）名字的雙關”。而作曲人

PSY17日也在Twitter祝賀2人結婚，並

留言說：“想起與智薰（Rain）一起為

副歌作詞時，歌詞中他寫下最大的喜

悅，並告訴我歌詞由來的時候，真是令

人雞皮疙瘩，現在可以說了，最好的禮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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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Rain 在 instagram 上載親筆

信，宣佈將與女友金泰希結

婚的喜訊，並不忘表達對女友的感恩之

情，他寫道：“出道16年了，我也希望

能夠在一個家庭裡，成為一個優秀的家

長、完美的丈夫，成為真正的男人。無論

辛苦還是幸福的時候，她都不變地一直陪

在我身邊守護着我，總是給我很多感動。

現在我們之間有了足夠的信賴，亦希望愛

情能夠結出果實，希望婚禮能夠盡可能安

靜地舉行，感謝大家16年來的愛和支

持，她是我人生最好的禮物。”

Rain又表示鑑於現在韓國局勢不

穩，故婚禮會選在天主教的教堂低調舉

行，亦尊重雙方及家人的意願，不會公開

婚禮的日子及地點。不過，有韓國傳媒就

率先爆出Rain與金泰希的婚期定於下月

19日，婚禮只會邀請家人及親近的好友，

並不會對外公開。不過，17日下午有Rain

公司高層向其他韓媒澄清真實日期應為本

月19日，並非報道所說的下月19日。

金泰希曾透露想生女
準新娘子金泰希隨後亦透過事務所

表示：“兩人的愛情終於結出美麗的果

實。”金泰希事務所方面又指二人尚未

有具體的新婚旅行計劃，對於生子問題

也會待婚後再慢慢討論。其實金泰希早

前亮相綜藝節目《超人回來了》時，見

到男演員李凡秀的子女素乙及多乙，即

時母性大發，而談及生育大計，曾表明

想生女兒。

5年姊弟戀修成正果

Rain報喜報喜
今日娶金泰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現年34歲的韓流紅星Rain（鄭智薰）與36歲

韓國女星金泰希2013年公開認愛，拍拖5年，感情穩定，不時被拍得甜蜜約

會，雙方家長更已經相當熟悉，最近兩家人一同前往濟州島旅行，令外界猜測

兩人好事正近，果然Rain17日透過寫親筆信，宣佈迎娶金泰希，起初有韓國

傳媒指婚禮將於下月19日舉行，但之後有Rain公司高層澄清真實日期應為本

月19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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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於 20122012 年合拍年合拍
廣告時戀上廣告時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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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爆Rain借新歌肉麻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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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小男人週記3》公器私用

阿旦不讓老闆刪走女兒戲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莊

思敏、陳山聰、林夏薇、傅嘉莉等16

日晚出席無線新劇《乘勝狙擊》 首播

飯局，男主角陳展鵬因拍新劇《天命》

扭傷頸部而缺席。

近日莊思敏在網上被人出價100萬

港元陪玩一晚， 她表示對方不斷追問

令人煩厭，“當我上載出來後，他即時

改名，又再問我是否不作考慮，價錢都

是一樣，沒有加價， 我不理他又再

問，回應了他一樣再問，真的很無奈。

（不考慮交個朋友？）不會，我都有問

對方有什麼好玩？其實都聽過行內好多

女仔都收過這類訊息，只是大部分人會

ignore，我是少數一個。”

她自言相信劇集出街後有更多人問

價， 因在劇中要靠男人錢兼性感上

陣，會跟不同男性發生關係來換取金錢

及地位。她亦透露跟陳山聰和黃子雄都

會發生關係，並只穿胸圍和內褲，完全

挑戰電視尺度，她更說：“有個畫面是

山聰個頭伏在我胸前，拍時都疑惑可否

出街，監製說會保留，但時間上縮到好

短。”但她讚山聰拍床戲時很鎮定，令

她不感壓力。

有份拍《天命》的山聰談到展鵬受

傷，他謂：“那場戲沒有我，當我到場

時見他變了硬脖男，半邊肩膀不能正常

活動，可能他太累加上睡眠不足，知他

已經看醫生，希望他早日康復。”

當晚在林夏薇投資食肆搞首播飯

局，林夏薇說：“原本在我地方， 我

想請大家，不過他們好有誠意說合錢，

這便由我來包底。” 問她會否叫老公

捧場，她笑說：“他會自覺性，一定會

支持我。”

■由Rain作詞的《最好的禮物》，日前
已被節目主持質疑是求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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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鄭丹瑞

（阿旦）再以小男人“梁寬”人物，聯同

周 秀 娜 、 鄧 月 平 （Larine） 、 蔡 瀚 億

（BabyJohn）合演《小男人週記3之吾家有

喜》，成為農曆年第一檔賀歲片。片中阿

旦更出動大女鄭瑤與小女兒鄭珉客串演

出，因兩人沒有知名度，老闆看片時一度

想把這場戲刪走，阿旦護女情深，堅持不

准刪，後來老闆獲悉是阿旦女兒，即改變

態度要保留，令這場戲得以“重生”。

身為導演的阿旦自我安排與娜姐的一

場鴛鴦泡泡浴，源於鄭伊健的一個凌厲眼

神：“當年伊健在我執導的《分手一百

次》與娜姐在浴缸的親熱戲，拍時他以挑

釁性眼光看着我，他一身泡泡抱住娜姐，

並沒有感激我，眼神中像說我搞成他這樣

子，我都好生氣，一直記住，所以這次回

贈他一場，我個浴缸比他大，還跟編劇講

一定要有這場戲。（看了娜姐全相？）全

部泡泡，坦白講我有少少後悔，一點不好

受，既要照顧娜姐感受，拍攝當天好凍，

要不停在浴缸注入熱水，在熱水裡浸3小

時，互相對望，見到對方滴出汗，完全不

浪漫，拍完一個鏡頭，又要披住毛巾起身

看 Playback，滿身是泡，狀甚狼狽。哎

喲，鄭伊健上了你當！”另一場他和娜姐

的360度轉親嘴戲，阿旦笑說：“是鏡頭

轉，不是人轉，這場戲我又公器私用，是

想告訴全世界知，她是喜歡我，所以她走

來親我。”娜姐則認為這場戲是需要的。

阿旦笑指原本有兩個女兒監場，最後

她們太累先走，阿旦不覺得在兩個女兒面

前拍親熱戲會尷尬，反而想她們在場了解

一下現場環境是有數十人打燈，爸爸拍戲

不是討人便宜，哪有浪漫？

全家上陣獨欠老婆
片中阿旦兩個女兒鄭瑤與鄭珉有份客

串演出，老闆看片時不知就裡要將她倆的

鏡頭刪走，阿旦認真地拒絕，指明是他女

兒不能刪，老闆獲知後即哈哈笑：“當然

不剪”，阿旦兩女可獲“重生”；鄭瑤與

鄭珉飾演惹人厭的OL，阿旦大讚他們這場

戲可以奪影后：“因為做回她們最擅長一

面，通常我在家中一開口說話，她們便反

白眼，我就是要這個表情，所以她倆做得

好好，可以拿獎。”阿旦直言是刻意安排

兩個女出鏡：“話說有日全家一齊看我拍

的電影《黃鋒尾後針》，片中嘟嘟（鄭裕

玲）演討人厭的女強人，正當電梯門要關

上之際，有個孕婦拖住個一歲多女孩叫等

等 ，孕婦婆就是我老婆，小女孩是我女

兒，肚裡面是妹妹， 女兒看完開心到尖

叫，我覺得現在是時候再延續一次，當是

鄭家遺傳之作，（為何不叫老婆一齊上

陣？）我有叫，她說‘你有娜姐，算啦，

不要叫我’。”娜姐聞言笑着叫阿旦不要

搬她上台。同樣艷福不淺的BabyJohn要被

36F上圍的 Larine“胸壓”，BabyJohn表

示：“那場戲是足球小將式食波餅，多謝

女方的信任，拍時不尷尬，但講出來很尷

尬。”
鄭丹瑞 Hair & make up：Milk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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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山聰 ■林夏薇 ■莊思敏

■■阿旦作狀阿旦作狀
吻娜姐吻娜姐。。

■■蔡瀚億蔡瀚億
跟鄧月平跟鄧月平
有不少對有不少對
手戲手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梁靜儀）無線

體育組前高級經理何家聯於本月2日病逝，享年

80歲，17日於香港殯儀館主澤堂設靈，喪禮以基

督教儀式進行，18日早上11時進行安息禮拜，靈

柩奉移柴灣哥連臣角火葬。

靈堂以素色簡潔佈置為主，中央掛着“主

懷安息”四字， 其太太及兒媳花圈則放在遺照

前排， 而圈中好友致送的花圈就排放在兩側，

有劉德華、黃日華夫婦、 汪明荃與老公羅家

英、許冠文夫婦、羅嘉良夫婦、顧嘉煇、陳志

雲、 石修、林嘉華、秦沛、梁家樹、杜平、鄺

美雲、關菊英、鄧萃

雯、 曾華倩、翁虹、

關心妍、“電視廣播

有限公司、藝員科”

及“歡樂今宵好友會”等。

無線綜藝及體育科製作主任李漢源及前無

線企業傳訊科副總監曾醒明 一早到場幫手打

點， 曾醒明表示無線很多舊同事都有協助辦理

喪事，他又透露何家聯的兒子何冠珩與媳婦從美

國趕及回港見爸爸最後一面。曾生指何家聯曾擔

任藝員科工作，與周潤發及五虎熟稔，之後何家

聯曾離開無線出外發展，之後重返無線為TVB8

頻道及體育組效力，最後參與是2000年奧運。

17日晚許紹雄、關菊英、吳雨及鄧英敏、

陳圖安、黃文慧、何定鈞、 莫何敏儀、蔡和平

及周梁淑怡等，也有到場致祭。 許紹雄與太太

及女兒一起到場，受訪時他表示甫入行已認識何

生， 當年由麗的重返無線也是由何生負責。談

到對何生的難忘事，他說：“自己結婚都是何生

做證婚人，所以今日（17日）帶同太太

及女兒來拜祭對方。”他又透露二人一

直有聯絡，對上一次見面是兩年前，一

直說約吃飯，最不舒服是只講沒有做，

今次令他明白到講了就要做。

吳雨表示與何家聯相識三十多

年，並大讚對方友善及幫到忙，就算

對方離開無線仍保持聯絡，每個月都

會飯聚， 但近兩年因何生身體不適而

少見面，而收到對方離開的消息亦不

會感愕然，他慨嘆說：“人生總有一

個段落，安息吧，希望他的家人保重

及節哀順變。”

難忘何家聯做證婚人

許紹雄嘆飯聚未約成

■■何家聯何家聯1717日設靈日設靈。。

■許紹雄與妻女一起到場致哀。■吳雨到場致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