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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無 重投商台當CEO

陳志雲針砭時弊
準備開咪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文釗) 於三月一日離職無 的陳志雲，昨日

突然宣布正式加盟商台擔任行政總裁一職，即時生效。商台副主席
俞琤與陳志雲昨午召開記者會公布有關事宜，俞琤坦言邀請陳志雲
的過程十分急劇，更表示雙方還沒傾談合約、薪酬細節等內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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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左右亂局》，記者會由商業一台台

午記者會主題《在晴朗的一天出發

長黃永宣讀新聞稿開始：「選舉劇戰，
峰迴路轉；陰謀論滿天飛，亂象紛紜，
吊詭奇情。此關鍵時刻，商業電台特邀
陳志雲先生挺聲而出，即時掛帥，擔任
行政總裁一職，帶領全台精英與全港市
民分清黑白明辨是非，在晴朗的每一天
出發，左右亂局，團結自強共創新天。」

邀請只在近幾天發生
俞琤(YT)先介紹陳志雲說：「十八年前
他帶 我們誠懇的祝願，離開電台加入
電視台，繼續他的成長路。十八年後今
日我們很欣慰，向他提出在這個重要時
刻歸隊，與我們並肩作戰。他二話不說
就立即答應，多謝陳志雲，歡迎你返來
回應時代的需要。」陳志雲與俞琤握手
後，開腔說：「在這個大是大非的時
代，香港前所未有的混沌時局，得勇於
發聲電台的信任，是我莫大的榮幸。多
謝商業電台，多謝YT。」
由於陳志雲要趕往演出林以諾牧師的
佈道會，記者會只設簡短的發問環節，
問到陳志雲離開無 時曾承諾如重返行
業會首選無 ，他解釋道：「如果細心
翻閱新聞，由此至終我都沒有改變立

■陳志雲不排除開
咪講時事。
場，如果重投電視台，無 是我的首
選。」至於為何加入電台？他說：「有
少少淵源，其實一直與YT有交流對時局
的意見，這個邀請想法只在近幾天發
生，回應時局的需求絕對來得比我去遊
學更重要，所以沒詳細考慮就答應。」
出任行政總裁的陳志雲將會負責甚麼
職務？他笑向俞琤問道：「YT，是否行
政總裁？我會與台前幕後所有精英，為
香港市民服務，做應做的事，說應說的
話，每一位都會挺聲而出。」會否在節
目中開咪？陳志雲表示在這個獨特時
候，不單止他，不分台前幕後，有需要
的話每一位都會挺聲而出。

薪酬待遇稍後才說
離開無 不足一周的陳志雲，笑言在
商台的任期至少有一天，「至少有一
日，不是。應該說最少做到等下任特首
選出上任。」俞琤在旁則補充道：「因
為過程幾急劇，志雲要爭取時間與同事
們交流、切磋和分享，信不信由你，薪
酬待遇稍後才說。」俞琤希望陳志雲能
一直在商台工作，並說：「世事難料，
至少待選舉(特首)塵埃落定後再作別論，
如果他覺得這個平台發揮到更多，希望
他再度延期遊學計劃，時間會給予大家

事前已知會方逸華
陳志雲表示雖然已離開無 ，但與無
關係仍然良好，日前亦分別向梁乃
鵬、方逸華、陳國強及李寶安等交代他
入職商台一事。至於陳志雲如何看三位
特首參選人，他笑言要交給其他主持去
分析。再追問他會否開咪做節目，他重
申：「台前幕後都會去做，有需要講就
會立即講。我連YT都拖落水，有需要會
挺聲而出。」對於好友王喜過往也曾效
力商台，現在會否找他回巢，陳志雲

說：「我知他近期忙拍劇，如果他有興
趣，商台歡迎所有有志之士加入。」
無 外事部副總監曾醒明對陳志雲加
盟商台做行政總裁一事表示，陳志雲離
開無 再做其他機構是他的個人選擇，
指陳志雲事前有與無 溝通，無 會尊
重他的決定，而且無 與商台一直關係
良好，相信今後大家仍是密切的合作伙
伴。

霆鋒揶揄父母同車「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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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不過場面有點混亂。最後她再跟外
籍髮型師合唱一曲後，便以歌曲《破曉》
結束這晚演出。

薛凱琪親為個唱設計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 薛凱琪 紀念價值，初步構思出書，把文字和畫
(見圖)、周柏豪、方大同、連詩雅、 集於一起。」薛凱琪為了專心應付演唱
Dear Jane一班EMI歌手首度一起拍廣 會，原定三月開拍電影延後到七月拍
告，昨日出席有關招待會，大同因事缺 攝，她興奮地說：「跟一位心目中是影
席，身為緋聞女友的薛凱琪即席畫上大 后級的人合作，幸得導演幫忙，對方答
同的肖象，代表大同亦有份在場參與， 應遷就檔期。」
十分搞笑。畫功不俗的薛凱琪會否游說
又，柏豪很珍惜與公司所有人合作機
廣告商把這畫作為產品之一，她不避嫌 會。有指酬勞相應分薄，柏豪坦言：
地說：「會將畫送給大同，要他放在家 「沒有去考究，初入行時都會留意，之
中。自己都有意親自設計產品安排在演 後便沒有了，最初時身價僅得四位數
唱會出售，畢竟是頭一次開個唱，很有 字，現在已有五位數，本身是個知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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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寧寧）52歲的陳志雲
（Stephen）
，1983年港大一級榮譽畢業，成功投
考競爭激烈的政府政務主任（AO）職位。陳志
雲在政府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服務於銓敘科，當
時的上司是黎慶寧，後更曾被調往房屋署跟藍
鴻震；他曾被政府保送到英國牛津大學， 入讀
專為政務主任而設的公共行政研究課程，84年任
職政府公務員期間，以藝名「韋家晴」兼職香
港電台；87年被派往香港駐倫敦辦事處，參與居
英權的游說工作，曾與林瑞麟一齊工作。
92年任職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助理處長時，
被商業電台挖角，他離開政府於商台從事行政
工作，曾參與主持新聞節目《醒晨》
。
94年陳志雲轉投TVB擔任節目部總監，04年升
任TVB業務總經理；06年主持清談節目《志雲飯
局》成為「無 ICON」
。2010年3月他因捲入涉
嫌貪污案被廉署檢控，被無 停職，事業跌到
谷底；11月復職再度得寵，為TVB收拾兩爛攤
子；2011年9月被判無罪，12月9日向TVB請辭，
往外地遊學。2012年2月29日正式離職。
3月4日陳志雲出任商業電台行政總裁。早在
2010年5月已經傳出陳志雲返商台開咪，延續
《志雲飯局》的風光，事實上也錄製了節目，可
惜最後因未能過TVB一關而擱置，如今正式重
投商台懷抱。

四哥懶理暗病傳聞

憶蓮個唱谷盡事業線

容！」憶蓮表示多謝當年商台給予機
會，才有唱片公司發掘自己，她又自言
其實不懂唱歌，但都一直唱到現在，接
便獻唱出當年的歌曲《Crying In The
Rain》。個唱尾聲，憶蓮再次帶來勁歌
熱舞，並邀請台中的歌迷一起環繞舞台

陳志雲職場起跌

答案。」
自俞琤2004年出任商台副主席後，行
政總裁一職一直懸空，現時由陳志雲接
任，他的上司就只有主席何驥、副主席
俞琤。陳志雲在特首選舉的混亂情況下
加入商台，他說：「我會用我的經驗，
與商台的經驗全面發揮，找出更多的事
實，把市民的意見表達。」
原定出國遊學的陳志雲，笑言現時心
情既興奮又矛盾，他說：「我不是沒有
犧牲，我的家務助理請了一個月假，當
我跟她說要擱置第三部分遊學，她表示
會如期離開香港回菲律賓，這是我加入
商台的最大犧牲，但在這個大時代不算
是甚麼。」

恭碩良單腳跪地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 一連兩場的《林憶蓮演
唱會Part 2》前晚假紅館正式首場演
出，獲陳奕迅、盧凱彤、甘國亮、王馨
平與丈夫等現身捧場。
憶蓮一開場即載歌載舞跳足45分鐘，
不時扭動身軀又被舞蹈員撫摸，令歌迷
們看得熱血沸騰，紛紛站起來與憶蓮共
舞！由於舞台設布了中間的座位，令整
個個唱變得更像個派對，憶蓮還主動走
向並與歌迷多次握手。這晚憶蓮繼續不
避嫌地與緋聞男友恭碩良合唱，當他走
上台時立即單膝跪地，緊握 憶蓮的
手，並合唱歌曲《下雨天》。憶蓮亦毫
不錫身，全晚換上六套服飾，當中一襲
火紅色長裙，憶蓮谷盡三吋胸前事業
線，場面香艷！而壓軸環節莫過於是憶
蓮拿起結他自彈自唱，她笑說：「這次
我非常緊張，真的很害怕，為什麼我會
拿起結他，都是多謝女兒教導自己，不
過我真的彈得不太好，大家要多多包

希望陳志雲能與商台並肩作戰，回應時代的需要。

人，只希望
多儲錢置
業。」柏豪
又澄清一些
報道指他一
家人逼在五
百呎單位是
錯的，現在
是單獨一個人住，所以目標為複式單
位，可以與家人同住，但睇樓則由父母
去搞，免得太張揚。

張繼聰為謝安琪分擔解約費
香港文匯報訊 「都會，我都有點積蓄，平時吃齋都有 沒有其他女性疾病發生，她尷尬地說：
(記者 吳文釗) 錢剩。」張繼聰表示，相比太太以往的 「都有，之前拍戲常要忍小便，現在情
張繼聰(見圖)、 負面新聞，今次只是用錢就能解決，反 急下就很難忍。」
泳兒透露近日與家人商討，打算在青
江若琳、薛家燕 而對太太沒有帶來太大的煩腦。
與吳若希等人昨
去年一直在內地工作的江若琳今年重 衣區置業，她說：「以前自己本身住青
日出席基本法宣 返香港樂壇，她說：「拍戲令自己身體 衣，因為現在住的地方不夠用，又不可
傳活動，對於太 變差，回港後要看醫生、做運動來調理 以養狗，所以打算搬回青衣。」泳兒正
太謝安琪正等待環球唱片回覆提前解約 身體，我右眼因為常戴隱形眼鏡拍風沙 物色約八百呎的樓盤，市價大約五百
的金額，張繼聰認為是好事，因為事情 戲份，導致角膜受損含膿，現在要定期 萬。問她會否一次過付款不用供樓，她
解決後可讓太太準備做下一張唱片。至 去診所抽膿。」江若琳更表示，聽取醫 說：「不會一次過付款，若工作有阻礙便
於張繼聰會否負擔解約費用，他說： 生意見考慮接受激光矯視手術。問到有 有問題，百多萬的首期我還可以應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 謝霆鋒聯同父
母謝賢(四哥)、狄波拉、妹妹謝婷婷難得一家
人去旅行，惜旅程期間傳出謝賢患暗病暴
瘦，幸而沒有影響他們度假心情。昨日各人
盡慶返港，四哥風騷回應，百無禁忌多次自
咒就死，霆鋒為幫父親解圍，不惜主動澄清
沒有跟 芝復合，繼而又取笑四哥和拉姑
「同車」
，很易招惹復合之說。
霆鋒豪擲逾200萬包機包島請旗下120多名
員工到馬來西亞旅行，最難得是四哥、拉姑
和老公鬍鬚KONG、婷婷和男友安志杰舉家
同行。昨日大隊結束行程返港，一行人約於
下午四時四十五分步出機場，婷婷的助手抱
其愛犬到來接機，被形容是明星世代的謝
氏一家，一律戴上墨鏡現身。近日被傳有暗

病暴瘦的四哥是
瘦了一點，但精
神不錯，更以一
貫幽默作風寸爆
傳媒，四哥對於
身體出現問題的
報道，懶理說︰
「由得佢啦，我
都就死。(真的有
病？)邊有呀！是
但喇，我就來
死。」當說到與
兒子去旅行，他
甜到漏說︰「上
次一齊去旅行已
經是十年前，所以好開心。」當四哥離開時
便登上拉姑的車子，霆鋒玩埋四哥一份︰
「唔驚傳你們復合？」四哥笑說︰「唔怕，
都寫到我就死喇。」
霆鋒被問到四哥有病，霆鋒表示，剛才有
同事給他看該雜誌，指這個開心時候，不要
談論這些衰 ，也沒有去看。霆鋒對於一家
人外遊，感覺很難得。問他有否惦念兩個囝
囝，慈父上身的他說︰「有呀，這幾日死忍
唔打電話畀他們，只傳短訊給他們。(想同囝
囝一起去？)今次已經要照顧過百歲的人，等
兒子長大一些便可以一齊潛水、浮潛和睇海
龜，現在他們什麼都不懂。」問他安志杰有
否向妹妹求婚？霆鋒表示沒有，但每天都發
生趣事，笑個不停。

鄧兆尊願做錢嘉樂大妗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文釗) 毛舜筠、鄧兆
尊、鄧小艾及謝偉俊等人昨日參與慈善單車
馬拉松，祥嫂親臨現場為一對仔女兆尊及小
艾打氣，可惜兆尊在藝人組比賽中卻是最後
過終點。鄧兆尊賽前表示自己沒有做準備，
結果比賽最後包尾而回，還輸給妹妹小艾，
他事後推說比賽時自己進退失據，而賽道多
斜路，甚至要下車用手推。小艾就表示有踩
單車的習慣，所以應付得來。對於祥嫂到現
場為小女打氣，問兆尊為何不鼓勵她參賽，
兆尊說：「媽咪都想參加，但她看完後就說
笑幸好沒參加，她今次來主要都是支持我
們。」提到好友錢嘉樂兩年內迎娶湯盈盈，
他反問記者是否嘉樂仔親自承認，說道：
「如果是盈盈說的就可信性高些，因為嘉樂
仔沒有定性。」兆尊雖然沒追問好友的婚
訊，但也覺得他們這一、兩年也應該要結
婚，他笑道：「他們性格和嗜好都很相近，
如果真的結婚，不要說做兄弟，要我做大妗

■祥嫂親臨現場為仔女兆尊及小艾打氣。
姐都可以。」
活動大使毛舜筠因患上感冒，為安全起見
沒有參賽，只做頒獎嘉賓。她表示自己學森
巴舞一年，擔心弄傷腳，近年已沒有踩單
車。毛姐又透露下月會接拍黃百鳴的電影，
戲中與鄭中基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