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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無綫劇集收視近年不斷下跌，
無綫3位高層杜之克、曾勵珍及余詠珊昨日舉行
「4．26華麗轉身」記者會，宣傳無綫在4月26
日將作出節目編排大改革，當中最為突破的是
一星期7天都會播出，由范冰冰主演的內地重頭
劇《武則天》，希望藉此保留觀眾追看。
無綫集團行政總裁助理杜之克在會上表示，
無綫和翡翠台未來會主力播放本地製作及戲
劇，希望可以取悅觀眾及獲得認同，故未來將
會減少播放電影。戲劇製作總監曾勵珍及非戲
劇製作總監余詠珊更在會上澄清二人不和的傳
聞，珍姐說：「有報道說余詠珊踩過界來戲劇
組，其實是我邀請她幫我包裝《武則天》這個
劇。」她續言屆時播出的《武則天》將會是
TVB獨有版，與觀眾在網上看的不同，會有特
別的技術效果和新的剪接。
珍姐又澄清處景劇《愛．回家》不是被腰

斬，而是有計劃才決定不繼續拍攝下去，「腰
斬不會半年前說給大家聽，這樣講很不公道，
很多觀眾都喜歡《愛．回家》這個劇。」會後
珍姐被問到主動找余詠珊幫忙一事，她直言自
己要兼顧很多劇，《武則天》有八十多集，故
找對方幫忙包裝，出來效果她都好滿意。談到

無綫劇集收視不斷下降，珍姐認為是觀眾的生
活模式不同了，因觀眾能在My TV收看，「收
視是跌了，但百分比沒有跌的。」她又謂數位
港姐如陳凱琳、蔡思貝及劉佩玥均有潛質，希
望外界不要有那麼多打壓她們的新聞，並指近
年小生花旦不足，現在都會培育多些新人。
至於余詠珊就指是次改革相當大膽，有這想

法全因以往星期六、日的節目常變動，令觀眾
沒有追看慣性，所以安排一連七日播電視劇，
希望觀眾一直追看。問到其他大型綜藝節目可
會改變？她說：「一年約有十個，屆時周六、
日的節目會再作調動。（此舉是否想再谷收
視？）現在收視都不是真的好低潮，主要是想
星期六、日更好，希望可以有穩定啲收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由
陳復生主持之新節目《復興新生系
列世說論語》定於本月30日在亞視
播放，映期半年，陳復生與亞視高
層葉家寶及亞視藝員金玲、蔡國威
等昨日到浸會大學出席試映會，而
陳復生與葉家寶同為浸大傳理系畢
業，談及亞視欠薪之事，陳復生認
為這風波很簡單，家寶君子坦蕩，
自會有人出手相助，她亦祝願今次
節目得以成功。
葉家寶被問是否藉這個節目為亞

視拉廣告？他指這節目已獲得不同
的贊助，節目更加充滿正能量，冀
望香港紛亂時期得以淨化人心。往
後節目又是否零成本製作？他說今
次節目由陳復生負責製作，加上有

不少贊助，亞視確實屬零開支，贊
助費也能全用於員工薪金。節目播
映半年是否等同亞視未來半年都有
錢出糧？葉家寶強調發薪問題仍在
努力，事實上勞工署已多次提醒亞
視要準時出糧，亞視管理層明白是
責無旁貸去努力籌募資金，也盡量
採用最低開支方式，務求每分每毫
也拿來支付員工薪金，他指陳復生
承諾未來會源源不絕向亞視提供節
目播放。
至於明天已到亞視繳交牌照費的

期限，葉家寶不諱言目前尚欠七位
數的款額，但仍努力籌募當中，盼
能有奇蹟出現。問會否擔心真的被
釘牌？他堅定地表示畢竟尚有48小
時，也在盡力籌募當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台
灣女星郭采潔前晚突然在微博發文
稱：「我會，每天祝福你，祝福你
的心，祝福你的健康，祝福你的感
情，祝福你的道路。」耐人尋味的
長串祝福，引起網友生疑，是否與
相戀3年的男友楊佑寧的感情生變。
隨後楊佑寧轉發並貼文回應：「謝
謝大家一直以來的祝福和期待。將
近半年分隔四處工作，雙方都很辛
苦，但我們仍在努力，沒有放棄！
再次感謝關心，抱歉讓你們擔心
了！」。
郭采潔和楊佑寧2011年因合演電

視劇《向前走向愛走》擦出火花，
兩人交往近3年，感情公開還不時在
facebook放閃，是粉絲眼中的金童玉
女，更大方坦言彼此是未來結婚對

象，郭采潔還向楊佑寧喊話「結婚
我管錢」。
不料郭采潔在網絡發文感慨，不

久就有網友爆料稱楊佑寧家裡催
婚，而郭采潔不想結婚，從而導致
矛盾致分手。該爆料續指，郭采潔
先提出分手，33歲的楊佑寧因為父
母催婚不斷，讓他出乎意料的是女
友還不想結婚。據悉，郭采潔給出
的理由是：「還年輕，不想被約
束」。

香港文匯報訊葉翠翠、梁烈唯、敖嘉年與樂
瞳昨日齊為鄭丹瑞主持的節目《你健康嗎》錄
影，將於本年7月11日結婚的翠翠透露屆時會
筵開30多席，笑說很多人婚前很忙碌，但自己
卻好像沒什麼要處理般，可能是請了婚禮統籌
的緣故。她說：「今次婚禮不想花太多錢，有
錢都寧願買些有價值的東西，如龍鳳鐲那些，
總好過花在佈置及婚紗上！」翠翠續言幸好婚
紗、攝影和餅卡等都有贊助及折扣，令她節省
近6位數字。那可有做婚前檢查？她表示平時
有做身體檢查，但因想生BB，故稍後都會去做
婚前檢查。
另對於無綫下月尾開始，9時半的劇集會一星

期播足7天，翠翠指自己平日很少收看劇集，除
非是凌晨時段，但認為此舉對家庭觀眾是好事，
不用等過了星期六、日才可再追劇；樂瞳則同樣
認為這是好事，「我平日都會煲劇，這樣我就可
以有多點時間陪家人一同看劇。」

香港文匯報訊吳綺莉涉嫌虐待女兒卓
林日前被捕，近日接受有線娛樂新聞台
專訪。1999年，吳綺莉與成龍扯上關
係，並懷有「龍種」，她受訪時破格提
及她與成龍關係。
吳綺莉稱是她決定生下女兒並撫養成

人，她否認當年她收了三千萬「分手
費」的傳言，她說：「由細到大都唔鍾
意解釋，每一段感情、朋友同事關係，
一隻杯係敲唔響，好多事唔會一個人錯
晒，我都唔係Perfect，點會評論人！
（咁多年嚟獨力撫養囡囡？）我生出嚟
嘅，唔係我照顧邊個照顧？」

從沒瞞卓林父親是誰
至於當年兩母女選擇定居上海，吳綺

莉解釋指是為女兒着想，更謂：「因為
我會覺得，如果唔係咁，現在嘅佢更難
受，嗰時我覺得輿論壓力，就算呢件
事，每人有唔同諗法，我到今刻有時未

必承受得到！如果乜都畀人講，做一百
件好事冇用，少少嘢已經夠，咁嘅環境
下，我覺得一個小朋友會承受唔到。」
主持張學潤問可有跟（女兒）說過父

親是誰？吳綺莉謂：「唔需要我講，因
為佢智商正常。（由你口中講過？）由
細到大冇瞞佢任何嘢，我覺得屋企人係
要溝通，我忽略咗佢唔開心，扮無嘢以
為明日就無事，我無諗過佢咁上心。」
張學潤又問她是否從未埋怨過任何

人，及可會厭倦被成龍新聞纏着？吳綺
莉謂：「每一個人條命，每人遇到嘅嘢
唔一樣，我厭倦唔係厭倦人，如果你問
我，對我自己會好攰，我唔鍾意吳綺莉
呢個人，我真係成日好攰，一聽到吳小
姐好厭惡。」

想搵伴但只可隨緣
肩負起單親媽咪責任，吳坦言有經濟

壓力，「全部嘢都有壓力，成個package

似聖誕節送畀你。」她透露當年她在上
海的幾年靠幫朋友裝修為生，還有畫畫
及設計。直到她認為女兒在傳媒壓力
下，女兒完全承受到，她倆才選擇返
港。她續言：「我要生活工作賺錢，我
生活唔需要同人交代，有乜好解釋。拍
拖嘅嘢你情我願，過咗去就過咗去。」
吳綺莉也不諱言想找個伴，但只可隨

緣。她說：「早十年我要花時間喺囡囡
身上，因為佢有缺失（無父愛），我生
得佢出嚟，無論乜嘢都好，唔係佢錯，
佢無需要承擔無必要嘅嘢，但呢一兩年
無以前睇得咁細，我現在同個女一齊面
對，大家照顧大家情緒！」吳綺莉又自
言離不開娛樂圈，她承諾會努力工作，
飲少些酒。

吳綺莉否認當年收三千萬「分手費」

節目編排大改革

無綫播足7日劇集

陳復生免費向亞視提供正能量節目

郭采潔暗示戀情告急
楊佑寧稱仍沒放棄

葉翠翠搞婚禮要慳

容祖兒表示雖未曾為師兄化過
妝，但有幫師兄做面膜，因

師兄看到自己敷時不抵得嚷着又要。隨即又不忘稱讚師兄皮膚雖
然不及自己，但男人而言已算很好、健健康康的，只需曬燈、因
曬黑少少可遮瑕疵，妝也不用化，反正師兄也不太鍾意化妝，因
男人化妝會很「粉」。不過自己有化妝品牌贊助也會益男友，就
借一滴粉底給對方塗。
提到廣告中Joey獲藝術家用粉底液畫人像畫，師兄有否試過為

她畫人像？Joey即笑指畫畫方面二人相當夾，大家都沒有天份，
只識畫火柴人。問到可介意情侶擋拍廣告？Joey卻表示很抗拒，
覺得工作方面，大家可鼓勵，但工作還是分開處理較佳。

祝阿Sa今年「玩晒」
提到蔡卓妍(阿Sa)奪得大阪亞洲電影節的「特別表揚獎」，Joey

稱知道對方很開心，自己也很替對方開心，並指最初是從報章上獲
悉，及後老闆（楊受成）告之、還不停告訴人，自己也會做「星星
傳聲筒」般告訴有身邊朋友，因真的很替對方開心，更祝阿Sa今年
「玩晒」！前一日才
跟 韓 國 組 合
BIGBANG成員T.O.P
影相，昨日又得獎，今
年正是阿Sa的年，而金
像獎當晚亦會看電視撐阿
Sa！Joey又指雖未捧阿Sa
的新片場，但許多人看過
《雛妓》的都讚阿Sa的演技
是大躍進跳級的進步。問到
Joey如有機會拍阿Sa在片中的
角色會如何？Joey稱如有好劇本
和對手也會嘗試，即使是驚悚或恐

怖片也可。

讚男友膚質 素顏也OK

香港文匯報訊容祖兒(Joey)和

男友劉浩龍(師兄)愈愛愈恩愛，

昨日Joey出席化妝品宣傳活動

時，大讚男友的膚質健康，基

本上不用化妝也可，而自己有

化妝品牌贊助亦會益男友，笑

言借一滴粉底給對方塗。

祖兒

■■吳綺莉罕吳綺莉罕
有談及與成有談及與成
龍的關係龍的關係。。
有線娛樂新有線娛樂新
聞台截圖聞台截圖

■■吳綺莉稱移居上海是為愛女着想吳綺莉稱移居上海是為愛女着想。。有線娛樂新聞台截圖有線娛樂新聞台截圖

■■陳復生與葉家寶陳復生與葉家寶、、金玲金玲、、蔡國威等出席試映會蔡國威等出席試映會。。

■■郭采潔深郭采潔深
夜發文送祝夜發文送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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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勵珍、杜之克及余詠珊公布無綫節目最新編排。

一滴粉底一滴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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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兒獲藝術

家用粉底液畫

人像畫。

香港文匯報訊 梁詠琪（Gigi）上月為西
班牙籍老公誕下B女Sofia，昨日她在社交
網站facebook發放近照，相中的Gigi精神奕
奕，手捧朱古力boxset。Gigi留言表示：
「非常感謝大家對小女兒Sofia的祝福和愛
護，今天起會陸續送上Dalloyau 特別為
Sofia訂製的馬卡龍和巧克力boxset給圈內
好友們，分享我們這份喜悅，正式喜迎Sofia的來臨！」
Boxset上寫有Gigi囡囡的全名，B女名叫Sofia Crespo Leung。Gigi解釋

按照西班牙的傳統，BB名放最前，接着是父親的姓氏，母親的姓氏則會放
最後。

梁詠琪公開B女全名

■■梁詠琪訂製馬卡龍梁詠琪訂製馬卡龍
及朱古力及朱古力boxsetboxset送給送給
好友分享喜悅好友分享喜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