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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港人對亞視有感情

張家輝不想「娘家」消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吳文釗）亞視臨時清盤人德勤會計師事務所前日宣
佈，最快昨日遣散亞視全體員工，該台 59 年的廣播歲月或以「黑畫面」告終！不過亞
視昨晚與德勤達成新重組方案，亞視將維持廣播至 4 月 1 日。而曾效力亞視的藝人對亞
視要「壽終正寢」皆覺傷感，當中張家輝更指香港人對亞視有份感情，值得回憶，不
想看到亞視消失。

香港專業電影攝影師學會周年晚宴昨晚舉行，出
席嘉賓包括吳思遠、劉偉強、王岳泰、張家

感同身受樂用亞視演員
家輝看到亞視生意不算好，收視也不算高，亦不會想
看到亞視消失，畢竟香港人對亞視有份感情值得回憶，
正如身邊有朋友不叻不飛黃騰達，也不會想他死的。但
亞視一直拖糧？家輝說：「這則是生意上手法不對，個
人立場是不想看到這樣。」家輝亦指在五年亞視生涯
中，經歷多次易主及人事變動，更試過有次主管接見說
捧他到好紅，會帶他上上流社會坐在林百欣身邊，但一
星期後對方已被即場押走，在這洪流他都見怪不怪。
家輝希望亞視同事能盡快投入新工作，不好影響
生計。他接着衷心地表示在他導演的《陀地驅魔人》
中，特別用了一位他不認識的演員黃集鋒，因他也是
亞視出身，從報道中看到他的窘境，所以有能力幫到
就幫，只要他有製作也樂意用亞視演員，家輝說：
「我好明白和感受到他們的處境！」

劉錫賢嘲亞視股東做法
亞視前藝員劉錫賢及蔡國威昨日到新城接受訪
問，原本仍留守亞視共度最後一刻的劉錫賢，亦於前
日去過勞工署引用10A條例做足程序，現時他已並非
亞視員工。
亞視昨日召開記者會，股東代表何子慧拿出五百
萬現金及五百萬支票指會出糧給員工，劉錫賢苦笑
說：「上次擺幾千萬出來，今次縮了水，我見有個人
攬實箱錢，咁驚做咩？一到場就直接派給員工啦！」
蔡國威則說：「條橋太舊，騷個篋做咩？出糧啦，但
可能一千蚊紙得面一層，底下可能是白色的，大家不
好信了，一次又一次得個噏字，這一招好舊，好似周
星馳啲戲咁！」對於何子慧指將該筆款項放入夾萬跟
德勤共同管理，劉錫賢直說：「這是傻的行為，錢是
去使去用，要來分給員工不是只拿來看！」
會否想亞視早日熄機？劉錫賢說：「我呼籲仍堅
守的員工要早點清醒，這個夢已經發不起了，從(去
年)12 月到今日，拖欠足三個月糧，連累四百幾個家
庭，大家無錢供樓無得養妻活兒，為何會這樣呢？」
對於未來前景，劉錫賢不太擔心，蔡國威則指未
有公司向他招手，他倒希望 TVB、有線及 Viu TV 能
聘請剩下約十位的前亞視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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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黎燕珊、陳綺明、鄭明明、
呂晶晶與斑斑等人昨晚出席由歷屆亞姐組成的「仁美清」新
春團拜晚宴，剛巧昨日盛傳是亞視最後一日播放，也代表亞姐
的終結，主席黎燕珊在亞視出身感到傷心，希望亞視頻譜能交
給有心有力的人去做。
59 年歷史的亞視可能提早完結，黎燕珊坦言基業轉眼間就
消失，心情感到複雜也很掛念邱德根先生，她說：「一早起身
就看電視有沒有播，知道亞視的消息很傷感。」當問到亞視仍
有廣播代表還有一絲希望時，珊姐眼泛淚光表示不要這樣說，
同時稱仁美雖然沒有新血加入，但她們也會繼續籌款去幫助別
人，也希望邱達昌能獲政府發電視牌照，因他是個懂得營運電
視台的人。提到亞姐也成為歷史，珊姐說：「什麼都有過去，
舊的不走，新的不來。」
對於股東代表拿出一大篋現金，珊姐認為投資方出發點是
好，想繼續營運到牌照到期日。問到是否應拿來優先出糧，她
說：「這方面不加意見，總之是悲慘的結局。」
呂晶晶表示近日朋友們都不斷傳亞視消息給她，她說：「見
到今時今日的亞視不如執了吧，不要再拖了，拖多一日不如讓
員工去找新工作。」晶晶同樣對亞姐選美的終結感可惜。」
去年亞姐最後十強之一的吳夢婷成為「末代亞姐」，她表示
去年底已與亞視約滿，慶幸昨日仍播映她做的旅遊節目。問到
薪金方面有沒被拖糧，她說：「之前拍了新的綜藝節目，約有
5位數未收，但沒所謂了，沒有就當作是交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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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明不忍看熄機一刻
徐小明昨日應邀接受數碼電台訪問，他透露剛轉投新
公司負責發行電影，首部發行電影《葉問3》在內地首
日票房有望衝破3億，成績令人鼓舞。
有指昨日亞視會正式停播，電視人出身的小明哥
坦言感到不開心，他說：「之前數日已有預感，所以
我們一班舊同事才回亞視影大合照留念，就算停播都
要停得好好睇睇，現在令人無心理準備，有點懊
惱。」亞視停播後變相有一個月時間只能收看無綫，
小明哥說：「一台獨大都好多年，不明白政府對電影
業就很用心，但對電視業就不聞不問。」至於小明哥
會否在電視機前看亞視停播，他說：「我不忍心睇住
熄機這一刻，而且也沒講幾點會熄。」小明哥稱亞視
要「壽終正寢」也要說給人知，要對觀眾負責任和向
廣告商交代，他更在節目中點歌《大俠霍元甲》送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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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英嗜吃 騷前找張玉珊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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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那英、
邵珮詩昨日以代言人身份出席張玉珊開設
的美容店「修身堂」銅鑼灣新店開幕儀
式，並舉行《修身堂 2016 全國招商啟幕
盛典》，招待大批內地各省各市的加盟
商。
已擔任全國代言人 10 年的那英，表示專
程來港支持張玉珊，活動後要立即趕飛機
返回北京。問到代言 10 年來要保持好身材
有何心得？那英笑道：「當中都有胖過，
有時都想放棄，但到開騷前最後關頭時，
就會去修身堂叫救命。」那英自認是個美
食家，因為喜歡吃的關係，常收集世界各
地食肆的名片，讓她出外工作時也可找到
好吃東西。工作方面，那英稍後會到新西
蘭及澳洲開個唱，再為《中國好聲音》拍
攝第五季宣傳片，並透露評委會沿用周杰
倫、哈林和汪峰等人。
提到好友王菲一直盛傳再婚，那英表示
因各有各忙，已有一段時間沒有聯絡她，
她說：「我真的不知道，最好不要叫我再
講這些，朋友會互相祝福。」至於王菲女

兒竇靖童正式出道唱歌，那英讚童童表現
很好，而且她生長在一個音樂基因家庭，
但未有計劃跟她合唱或邀請對方上音樂節
目。

崔建邦稱沒一腳踏兩船
擔任大會司儀的崔建邦，日前有報道指
他一腳踏兩船，現在已跟林珊珊女兒李怡
（野人）拍拖。崔建邦自嘲要自首來受
訪，問他是否自首承認拍拖，他說：「沒
有回應，如果每次和朋友出街，就話我們
一齊會很大件事。」崔建邦稱與野人只是
正常朋友交往，踏單車運動也很健康。他
說：「一腳踏兩船這些不是事實的就不回
應，現在我是單身，多謝大家對我感情生
活有想像空間，但我已大個仔，留給我去
處理，有拍拖一定會跟大家說。」崔建邦
稱野人並非圈中人，不想她成為緋聞焦點
而嚇怕她，笑他未拍拖已很保護對方時，
他說：「對所有朋友我都很愛護。」至於
會否向野人展開追求，崔建邦稱要先了解
一下，大讚對方是個很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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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燕珊：舊的不走，新的不來

輝、白百何及林家棟等，席間更頒發了由各攝影師選
出的「專業眼中最具魅力年度男、女演員獎」，分別
由張家輝及白百何奪得，另「2015 年最傑出攝影
獎」則由《赤道》攝影師關智耀奪得。
張家輝對於亞視倒數熄機，他坦言自己曾分別在亞視
及無綫兩台各效力了五年，亞視於其電視生涯也影響很
大，讓他有不同的角色及機會嘗試和探索。而最近有人
將他在電影《賭俠1999》中一句對白「×你個街，亞
視嚟嘅！」放在網上流傳，家輝強調：「這不代表張家
輝對亞視的立場，只是角色對白，不要誤會了我對亞視
好怨恨！這十年間在兩台也沒分別，自己是不斷成
長！」

亞視。

■黎燕珊昨晚率歷屆亞姐出席「仁美清」新春團拜晚宴。

克勤唱《醜八怪》
搵李榮浩教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進 湖南報
道）湖南衛視《我是歌手》第四季
第八期日前唱完，黃致列勇奪第
一。李玟（Coco）因過度勞累導致
支氣管炎復發，勉強堅持將學友的
《我真的受傷了》演繹完畢，排名
墊底。
在《我是歌手》舞台
上，為求保險，眾歌手
通常在綵排前會多準備
幾首歌曲作為備用，而
此次李克勤只準備了一
首《醜八怪》。為取得
更好的競演效果，李克
勤對唯一的備賽歌曲精
雕細琢，之前便親自參
與編曲並反覆排練，還
專程與歌曲原唱薛之
謙、作曲人李榮浩溝
通，聽取原作意見。無

獨有偶，《醜八怪》作曲者李榮浩
曾是《歌手》第三季的踢館歌手，
李克勤與之溝通不僅交流參賽經
驗，還詳細討論歌曲改編意見，在
編曲中融入了趙傳的《我很醜可是
我很溫柔》。上周排名第三的容祖
兒攜懷舊金曲《想着你的
感覺》出征。她在採訪中
坦言身體和心理異常疲
憊，很多時候壓力大到想
發脾氣，賽前狀況百出讓
容祖兒大為失意，甚至一
度信心崩潰質疑自身：
「這些天讓我根本不相信
自己是在這一行工作十幾
年的人，我真的會唱歌
嗎？」
■此次李克勤只準備了一
首《醜八怪》。 姚進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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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亦凡最愛善良女生

SNH48為唐安琪籌醫藥費

水原希子與竇靖童分享音樂

雷頌德自爆從小貪靚

韓國偶像組合 EXO 的前成員吳亦凡(Kris)近日
接受內地節目《靜距離》訪問，他於節目中坦言
喜歡像天使的女孩子，又表示不要求對方要有長
腿及大眼睛，性格才是最重要，還有要對對方有
感覺，希望對方清純、善良、孝順及善解人意，
並理解他的工作。然而，他透露就算自己喜歡，
亦要經母親同意。提到將來想要兒子還是女兒
時，他即
■吳亦凡在節目中展示
表示想要
球技。
球技
。
網上圖片
女兒，因
為自己很
喜 歡 女
兒。

日本AKB48海外姊妹團、上海女子偶像組
合SNH48成員唐安琪近日於上海一間咖啡店
不幸遇上火災，導致全身達 80%面積燒傷，
目前仍在深切治療部接受治療，未脫離危險
期，而事發當日跟唐
安琪發生爭執的朋友
至今仍下落不明。
SNH48 官 方 微 博 發
放消息，組合將於 8
日晚舉行一場祈福公
演，為唐安琪祈福，
而公演的收益將全數
撥捐作為唐安琪的醫 ■唐安琪目前仍在
ICU。
ICU
。
療費用。

日本模特兼演員水原希子日前登上雜誌《YOHO！
GIRL》封面，她特地為雜誌拍下了一輯有不同造型的
照片，當中有可愛及型格兼備，亦有復古加性感，而
其中更有一露出小蠻腰的造型，性感又誘人。她在訪
問中坦言自己喜歡四處到不同國家工作及認識新朋
友，言談間更提到好友，亦是內
地天后王菲的女兒竇靖童。她大
讚竇靖童雖然年輕，但對音樂的
了解很深厚，二人所喜歡的領域
雖然不同但一找到好的音樂仍會
第一時間與對方分享，她笑言：
「我喜歡結交不同國家的朋友，
若沒有這樣的朋友，可能會失去
■水原希子
很多有趣的東西。」

雷頌德（Mark）日前獲香港大學邀請擔任客席講師，教授
「時裝與奢侈品」課程兩小時，Mark 認為時裝和奢侈品是
「非必需的必需品」，笑談自己小時候已經很喜歡漂亮的東
西，於中學時期已十分注意自己的衣着，他說：「我來自單
親家庭，生活並不富裕，但我喜歡漂亮東西，常常在家表現
得好一些希望媽媽獎勵我，或是自己儲錢也要買，後來到英
國留學，我開始購買當地
時裝品牌，發現它們很漂
亮，之後看見名牌時裝，
覺得更漂亮，便開始着迷
了。那時候，我很注重自
己的形象，你們有試過穿
着整套西裝去動物園參觀
■雷頌德到港大擔任客席講師
雷頌德到港大擔任客席講師。
。
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