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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亞視被「突然拔喉」
的畫面令全城嘩然，當時身在有線娛樂
新聞直播室的魏秋樺、陳綺明和馮家俊
同感愕然，更難過得泣不成聲，皆惋惜
一間曾經輝煌的電視台未能善終。
魏秋樺激動地說：「點解要咁對佢

（指亞視）？估唔到亞視走到呢一
步，真係萬萬想唔到！」魏秋樺自言
1978年加入麗的，正值亞視前身最好
年華的階段：「當年雖然人手唔夠，

但大家好齊心，創出佳績同高收視
率，嗰段時光好令人懷念！」
陳綺明亦說：「現在雖然係清明

啫，但咁樣drop dead，死得好不明不
白，好唔尊重佢（亞視）！」馮家俊
則說：「本來以為最後幾分鐘會交代
下，有張flip或者有封信，多謝電視觀
眾咁多年嘅支持，但係咁樣 sharp
cut，真係好似拔喉咁，ending得好唔
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娜）美籍日裔魔術師Cyril
Takayama前晚重臨香港，一連兩日假九展舉行合共三場的
巡迴魔術騷。前晚首場吸引不少知音來捧場，蔡一智也攜
老婆來支持，劉德華也送花籃祝賀。
Cyril甫開場即以廣東話打招呼，並與粉絲互動頻繁，除
下台表演硬幣入罐、變心形頸鏈送女粉絲外，他與粉絲玩
估啤牌遊戲時，借巨型啤牌作掩飾，與台下的主持移形換
影，惹來全場嘩然。他又邀多位粉絲玩數字遊戲，本來得
出的尾數應是當時的時間，但比原定時間提早了20分鐘，
Cyril笑稱因時差而失手。不過，他再邀全場粉絲齊玩的洗
心形卡片遊戲則大獲成功，多次洗牌後全場均拿着同一張
卡片。最後，他又帶來經典的漢堡包魔術，變出漢堡包和
可樂與粉絲同享。

Cyril與主持移形換影全場嘩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蔡思
貝與陳智燊（Jason）昨日到電訊商店
舖宣傳myTV SUPER送SIM卡宣傳
活動，二人早前為新節目《星星探親
團》分別到新西蘭和澳洲拍攝，Jason
與未婚妻宋熙年乘機預支蜜月，獨個
兒到新西蘭的思貝笑言不用帶男友同
行，因當地是她成長的地方，獨自前
往與老朋友敘舊就好。
陳智燊（Jason）就表示昨早才拍完

《星星探親團》由澳洲返港，笑問此
行是否與未婚妻宋熙年預支蜜月，他
說：「不是，但今次拍得很輕鬆，以
往我們做主持要較嚴肅，今次就不用
講太多稿，主要是吃喝玩樂。」Jason
笑言節目出街時，希望導演不會刪減
他們有摩擦的片段，問他是否常與未

婚妻嗌交，他解釋道：「有時我們都
各自有自己的立場和堅持，所以會叫
導演幫手來調停。」

蔡思貝欲「屈」謙仔請吃飯
蔡思貝早前被人質疑學歷，問到節
目中可會剖白心聲，思貝表示不關
事，節目內容只提及她成長的地方。
有份提名金像獎新演員的思貝，笑言
前晚才準備好戰衣，她說：「不會露
前或露後，只露我個樣，我會好好享
受這個騷。」問她是否沒信心獲獎？
她直認道：「是的，對手都太厲害，
但看好張家輝贏男主角，希望《陀地
驅魔人》拿多些獎。」至於曾傳緋聞
的羅仲謙日前與楊怡在英國秘婚，思
貝表示已恭喜謙仔，並打算與《潮流

教主》一班演員一起「屈」謙仔請吃
飯。另外，59年歷史的亞視前晚完結
免費廣播，Jason雖不在港但也有留
意，對友台結束感到不捨，他說：
「很多朋友都有上載關熒幕畫面，就
算不是自己主場或電視台，作為觀眾
或電視行業都會覺得可惜。」蔡思貝
就較正面去看亞視結束，她說：「到
失去才懂得珍惜，覺得有點古怪，但
正面去想都可以是一個新開始。」

惋惜亞視遭「突然拔喉」魏秋樺陳綺明泣不成聲

毛姐跟祥仔相隔八年再度合作，今次亦有發展感情線，但卻未
知有否咀戲，毛姐即取笑祥仔好「核突」，常問他倆會否

「打茄輪」。祥仔也即解釋上次在《畢打自己人》最後一集與毛
姐都有蜻蜓點水式接吻，都是為滿足觀眾才想再進一步。毛姐笑
答：「我怕觀眾會嘔喎！」祥仔笑讚毛姐秀色可餐，毛姐笑說：
「獸是你呀！」祥仔指其實他倆到這年紀浪漫溫馨已經足夠，不
過有床上戲亦不拘。毛姐再爆祥仔又問她之前拍劇有否跟男主角
咀嘴，她答了有，但卻忘記問他咀過多少個女主角，祥仔帶笑
說：「我很少，今次當益吓我吧！」毛姐笑望祥仔說：「我哪有
所謂？只怕觀眾會嘔！」

二人形象適合家庭時段
毛姐昨日獲大班粉絲撐場，她表示之前拍完《畢打自己人》和

《天天天晴》後多了一班粉絲，所以打算不再做電視之前再跟祥
仔多合作一次，祥仔坦言毛姐將不再拍電視是很可惜，毛姐也只
希望大家能珍惜他們這組合的演出。至於新處境劇仍掛着《愛．
回家》牌頭，據祥仔所了解是代表同一時段，着觀眾回家吃飯看
電視，大家不會混淆，毛姐也認同二人形象適合家庭時段。
亞視前晚最終熄機，問二人有否去見證這一刻？祥仔說：「沒

有刻意去看熄機，我也沒放在心上，始終要熄便熄，在家去見證
意義不大，除非有公開活動倒可參與去紀念。」毛姐亦說：「知
道有些人看到很傷感，但我沒等到12點(午夜)，因06開工好早睡
沒為意，而且每件事情總要有個完結，也拖得太久了，希望跟着
有新的電視台出來，畢竟每個行業都是有競爭才有進步。」祥仔
則希望亞視同業不用太擔心或太傷感，主要是有新電視台一樣需
要專業及技術人員。

郭少芸凝聚《愛‧回家》力量
郭少芸算是繼《愛．回家》唯一有得在《八時入席》留低的演

員，她笑指應是自己被人留低，再等其他人回來，《愛．回家》
的力量一直凝聚當中。郭少芸今次演電視台高層，她強調沒影射
任何人，但有參考一位經常笑的女高層，她笑說：「數字人生
呀！我現在要練笑，鬧人時要笑，被人窒又要笑，感覺好似新娘
出嫁擺酒都要笑。」至於《愛．回家》大結局，當晚她跟劇中多
位演員一起收看，感覺四年來的影像都浮現出來，但中間她離開
過且又交接過，也沒有不捨之情。不過今次拍了995集是繼20年
前《真情》後第二次這麼長時間，她相信其藝術生命中未必有第
三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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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無綫

全新處境劇《愛‧回家之八時入席》

將於明日首播，演員毛舜筠、黎耀

祥、陳國邦、湯盈盈及郭少芸等昨日

齊出席宣傳活動。毛姐跟祥仔在劇中

有發展感情線，毛姐更取笑祥仔好

「核突」，常問他倆會否「打茄

輪」，毛姐笑言拍咀戲她也沒所謂，

只怕觀眾會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
亞視結業熄機，其頻譜由港台接
替，而「港台電視Good Show 31
直播 」昨晚舉行節目巡禮，邀得
郭羡妮、蒙嘉慧、張敬軒、C All-
Star、吳耀漢、林奕匡、黃美琪、
陳家樂、湯怡及劉玉翠等出席，
更邀得徐小鳳擔任壓軸嘉賓。
郭羡妮透露最近正拍港台的
《女人多自在》及《醫生與你》
兩個新節目，對於新台投入大氣
電波，她也希望將來會製作更多
的電視劇集，據她所知該新台過
去以拍實況戲劇見稱，夠真實和
實在，她都想嘗試演一些家庭、
事業及愛情題材的電視劇，她就
曾經演過《廉政行動》，感覺也

很不錯。有指該台拍劇的酬勞不
算多，郭羡妮表示跟從前的相
若，笑問是否以前酬勞很低？她
笑說：「又不是，都差不多啦，
現接劇會為興趣多一點！」她透
露才剛投入拍第一集，未知節目
會何時播出街，而且這次在節目
中有很多醫學名詞的對白，加上
是跟醫生們合作拍攝，所以有一
定的難度存在。
昨晚由張敬軒主唱《青春常駐》

為節目巡禮掀起序幕。而軒仔對報
道指他投資2千萬接手Avon錄音
室一事，他解釋當中有多位投資
者，他是有出一部分錢，其他音樂
人則投資物品及器材，他最感謝業
主在尖沙咀旺區收相宜租金。

安志杰公開愛女正面照
Jessica C.（JC）上月尾在
美 國 為 未 婚 夫 安 志 杰
（Andy）誕下女兒 Tessa。
Andy曾透露他會留在美國多
陪JC一段日子，預計5月返
港開工。榮升人父的他現在湊
女為樂，早前他上載跟囡囡勾
手指的相，JC亦晒出Andy抱
着囡囡睡覺照，溫馨洋溢。昨
日Andy終於公開囡囡的廬山
真面目，留言：「Hello,
world！」照片上見，Andy溫
柔輕摸女兒頭，Tessa笑得非
常開心，樣子較似JC。

梅葆玖被送院搶救後無礙
據「河南電台主持人月陽」微博透

露，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葆玖在3
月31日中午吃飯時突發氣管痙攣，致
使大腦缺氧，被送到醫院搶救。就在
數天前，梅葆玖剛剛慶祝了自己的83
歲生辰。該微博寫道：「著名京劇表
演藝術家梅葆玖先生昨天（3月 31
號）中午吃午飯時突發氣管痙攣，致
使大腦缺氧，送醫院搶救。目前有血
壓心跳，但神志尚未清醒，沒有知
覺。今天中午兩點是犯病48小時，目
前還在等待醫生確定病情，為梅先生
祈福！」前日，北京京劇院向內地傳
媒透露，目前梅葆玖暫無大礙。

雷頌德以畫畫與自閉兒溝通
著名音樂人雷頌德（Mark）與太太梁家玉（Jade）昨日穿着藍衣出席愛

培自閉症基金主辦的「藍服日2016」，以行動支持由聯合國定下的「世界
關注自閉症日」。雷頌德其中一名兒子在小學一年級時，證實患上亞氏保
加症（自閉症譜系障礙之一），因此他以公眾人物及爸爸的身份，呼籲大
眾提高對自閉症的關注。Jade直言當初得悉兒子情況時非常手足無措，因
為對於自閉症譜系障礙沒有深入的了解，
而且不懂得與兒子相處及溝通，所以分外
有壓力。後來他們做了很多資料搜集及諮
詢不同專家的意見，才漸漸掌握與兒子相
處模式。Mark表示：「仔仔很喜歡畫
畫，最喜歡畫連環圖，有時我教導他的說
話，不知道他有沒有聽進去，問他明不明
白，他一定不會回答，所以我選擇透過畫
畫給他傳遞一些信息。」

郭羡妮接劇為興趣多於酬勞 與未婚妻拍攝時起摩擦

陳智燊爆要導演調停

■魏秋樺、陳綺明和馮家俊惋
惜亞視未能善終。

■梅葆玖數天前才慶祝了自
己的83歲生辰。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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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頭。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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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ril的魔術表演令人拍案叫絕。 陳敏娜攝

■■黎耀祥與毛舜黎耀祥與毛舜
筠相隔八年再度筠相隔八年再度
合作合作，，未知今次未知今次
有否咀戲有否咀戲。。

■■《《愛‧回家之八時入席愛‧回家之八時入席》》將於明日首播將於明日首播，，一班演員一班演員
落力宣傳落力宣傳。。

■■鍾景輝投鍾景輝投
入玩遊戲入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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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嘉慧蒙嘉慧

■■郭少芸算是繼郭少芸算是繼《《愛愛··回家回家》》唯一有得留唯一有得留
低於低於《《八時入席八時入席》》的演員的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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