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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素有「翻
版鄧麗君」之稱的著名女歌
手單紫寧(Natalie)，其位於
銅鑼灣的音樂學校昨日舉行
開幕禮，她的愛徒唐貝詩
(Lydia)、形象指導許嘉浩與
鄧英敏等均有到場支持。雖
然佘詩曼未有現身，但仍送
上花籃祝賀，相當有心。

對設施感自豪
Natalie透露這間面積約一
千呎的學校，投資了六位數
金額開設，未來更有機會開
設分店。以神級演繹鄧麗君
歌曲享負盛名、曾在世界不
同地方舉行鄧麗君紀念音樂
會的Natalie，對新校的設施
相當自豪：「錄音室要專業
些，隔音一定要好，所以用
上數個月來裝修。」其實她

作為歌唱老師已有相當經
驗，只因學生愈來愈多才要
擴大發展。至於Lydia原來
已跟Natalie 學習唱歌約半
年，早前參演了《導火新聞
線》電影版的前者正洽演舞
台劇，她表示學唱歌是想發
展能更多元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鄭
則士(Kent哥)、黃光亮及陳煒(煒哥)昨
日現身將軍澳電視城，為下星期一播
映的新劇《火線上的江湖大佬》拍攝
宣傳片。對於《火》劇取代《爸B有
話兒》的檔期提前播放，臨危受命打
仗的Kent哥希望上天給他們好成
績。
Kent哥對《火》劇提前播映直言
感到突然，他謂日前才收到消息劇集
將於5月23日播映，但一小時後又被
通知要提早到4月25日，如今距離首
播僅一星期，現在才做宣傳實在相當
趕急。不過，Kent哥相信公司的安
排會有其道理，惟有盡量做好。問到
對收視可有信心？他說：「信心係
有，但咁倉促都有影響，有啲嘢要調

整，希望咁急之下做得好。(原先的工
作可有受影響？)5月初都要返內地搞
劇本，宣傳一定做，事情要分緩急輕
重。三年後再返來拍劇，演員本分做
好，就要睇天時地利人和。希望老天
爺畀個好成績，獎賞我哋呢班人。」
對於跟ViuTV對撼，Kent哥覺得

無所謂，他坦言有收看該台的節目，
更大讚說：「開台用大劇，高質素畫
面，比亞視好好多。」不過他批評該
台的節目《晚吹》有點過界，始終電
視「入屋」就要有責任。

被拿作試水溫感榮幸
黃光亮為了趕工拍宣傳片，到下午
才吃午飯，更要邊吃邊做訪問。對於
《火》劇提前播放，他直言打亂了原

先的工作：「原本今個月27號去越
南幫朋友的餐廳剪綵，我仲叫咗兩個
藝人去，而家要宣傳需要取消。(如何
補償？)一周年紀念至再去過。」有傳
《火》劇是臨危受命與ViuTV對
撼，黃光亮笑言：「點解用呢部劇？
對台又無一個特別節目或者特別劇
集，可能有都未知，咪搵啲普通嘢嚟
試吓水溫先。可能《爸B有話兒》係
勁嘢擺後面，你知無綫幾多好嘢啦，
好榮幸可以畀人拎來試水溫。」提到
近年為無綫拍的劇都有好收視，他笑
稱那些只是有份參與，但在《火》劇
角色就比較重要。

陳煒沒幫舊夥伴搭路
另一方面，陳煒指因有份演出

《爸》劇，原先已預留這段時間做宣
傳，所以對工作無影響。她又稱對劇
集收視有信心，做好本分沒有諗對
手。前晚煒哥有份演出《萬千星輝睇
多D》，並與袁文傑、蔡國威、林韋
辰和姜皓文幾位亞視舊同事見面，都
希望有機會再度合作。但有沒有人叫
她搭路？煒哥說：「無同事搵我搭
路，我呢啲小職員。」

臨危受命搶收視

鄭則士黃光亮計劃慘遭打亂

單紫寧音樂學校開幕

■(左起)黃光亮、陳煒和鄭則士臨
急臨忙打收視硬仗。

■單紫寧(中)的音樂學校昨
日開幕，獲唐貝詩(左)等人
恭賀。

徐子珊徐子珊
扮爆牙妹扮爆牙妹
唔唔

新戲難得全力搞笑新戲難得全力搞笑

介介意意

休息了大半年，徐子珊近日忙於為新片《刑警兄弟》

宣傳，戲中她要戴假牙演醜角，造型搞笑突出。入行

12年來緋聞多多，最新對象是六呎高的外籍男友

Moni，子珊坦言和對方只是「姊妹情」，因自己

覺得拍拖不是必需品，兩個人一起可能要為對

方放棄一些自己的事，但現在又未找到那個

「Mr.Right」。早前有指子珊將加盟邵氏，

她表示合約已傾得八八九九，只欠動筆，

並透露稍後會為一套微電影擔任導演，拭

目以待其處女作！

入行12年，36歲的徐子珊算是「惹火」一輩，緋聞
不斷。記者笑言同代的花旦如胡杏兒、鍾嘉欣和楊

怡均已出嫁，甚至好友林夏薇都找到另一半結婚，只得
子珊未有落，她坦言未有結婚打算。

不為愛情犧牲
「吓，林夏薇結婚又關我事？我家人都沒催我結婚。
對我而言，戀愛並非必需品，要找一個完全適合自己的
人很難。我自己不急於拍拖，兩個人一齊要互相磨合，
因拍拖、結婚一定會有取捨，單是拍拖都可能要為對方
放棄一些事，但我又不想，又或是說未遇到。」子珊指
若要嫁人可在廿來歲時便行動，沒需要到30多歲才做，
又指Moni只是幫她做珠寶網頁的下屬。「咁多年睇緋聞
都化，每周都有封面故事，總有一次是寫你。」
子珊去年8月已約滿無綫，之後傳媒拍到她修讀珠寶設
計的照片，便天馬行空地編故仔說她對演藝工作心灰意
冷，才鋪定後路密謀轉行。實情是子珊已得到 K.S.SZE
& SONS(金星珠寶)邀請，以設計師身份設計首個原創首
飾系列，為此子珊便專程騰出時間修讀9周設計課程，她
坦言喜歡當學生的生活。「其實我一向對設計沒有天分，
對珠寶首飾零興趣，但有個世伯問我有沒有興趣設計珠
寶，我便試一試。因當時身邊好友都覺得我無法專心讀
書，但自己有些賭氣，覺得沒事情是不可能，所以專心返
學，就算到外地登台也把功課帶到飛機和酒店做。」

嫌扮得未夠醜
在新片《刑警兄弟》中，子珊飾演其貌不揚卻心地善
良的「爆牙小公主」。身為女主角卻要戴上假牙演醜
角，說話時又要帶點口音，但子珊認為絕非易事，而為
了令記者更易明白角色，她更二話不說戴上拍攝用的假
牙作示範。「初次和金剛合作，我想他每日見到我都想
打我。因我這個角色很醜，但我認為還是不夠。起初導

演問我是否介意扮醜，我說沒問題，試
完妝後我倒覺得形象算幾可愛，不是
醜。角色比以前拍電視劇時有所突
破，她喜歡把不同顏色的衣服穿上
身，搭配各種誇張飾品如Hello Kitty
眼鏡，只是為了反襯她內心的善良
和單純。」並指因戴上牙套而致咬字
不清，說話時特別有喜劇感覺。

獲鼓勵放膽試
離開TVB後，不少經理人都向子珊招

手，據知她與代表邵氏的樂易玲有傾合約，雙
方只欠回公司動筆。問到未來工作的方向，子珊自言
待經理人去諗。
「我從不是主動的人，也沒什麼計劃，我份人比較被

動，只不過做了十多年，想放自己一個長假。我很嚮往
自由，離巢是個新開始，離開後，遠離會影響情緒的東
西，我能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位置，想想未來的路。之
後也沒說定是主力拍電影還是電視，有人找我就去做，
不過最開心莫過於會做微電影的導演。其實若只有一人
叫我去做導演，我未必有信心，幸好是三個不同的人都
叫我去試，我才放膽去做。那個短片大約十分鐘左右，
現已開始製作中，自己都很緊張，因當演員只需面對自
己或是對手，但做導演就什麼都要兼顧，希望我能做好
它。」

荷里活和亞洲影壇，不乏外表標致的女星故意扮醜來製
造喜劇感，或者為了角色需要而「糟蹋」自己。譬如近來
又再彈起的南非女星查理斯花朗(Charlize Theron)，便在

《美麗女狼》(Monster)終極變醜飾演殺
人魔，助她摘下奧斯卡影后殊榮。至於
內地女星趙薇和香港的莫文蔚，也分別
在周星馳的《少林足球》及《食神》以
醜態示人，尤其前者扮阿梅時的「經典
闊肩濃妝Look」更是震驚度滿分，相關
截圖多年來依然讓網民笑破肚皮。

■本報記者

靚女「易容」例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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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珊喜能徐子珊喜能
當上當上 99 星期學星期學
生生。。 莫雪芝莫雪芝攝攝

■徐子珊矢言
仍未遇上其 Mr.
Right。

莫雪芝攝

■於《刑警兄弟》中，子珊扮醜女大放笑彈。 ■劇照

■趙薇在《少林足球》的阿梅
Look相當經典。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吳若希(Jinny)
與澳門才俊Alex Ho傳
出緋聞，她重申跟對方
是好好朋友的關係，目
前正處於觀察期。
昨日吳若希到dbc數

碼台宣傳無綫劇集《愛
情來的時候》的主題曲
《愛》，她否認以此曲
作為「金曲金獎」目
標，因今年所演繹的主
題曲界別廣闊，繼這首
音樂微電影歌曲，她亦
剛推出了《八時入席》
主題曲，還會唱稍後播
出的古裝劇《瑯琊榜》
的主題曲，曲風各異。
Jinny笑言：「並非包辦
所有主題曲，大家share

來唱，亦有計劃公司所
有歌手在年底合作開演
唱會。至於個人演唱會
最快在明年實行，我為
人容易驚青，最擔心是
不懂得控制台上氣氛，
還是先從各方面吸收經
驗。」

分隔港澳冇問題
問到跟緋聞男友Alex

仍有聯絡？Jinny咧嘴狂
笑：「我們是好好朋
友，大家正常相處。」
有報道指她帶同Alex會
晤玄學師傅夾八字，師
傅直言二人肯努力便有
夫妻緣，Jinny笑住答：
「係咩……哦，我開始
懷疑師傅是否收了他的

錢。總之現處正常觀察
期，會看對方誠意，(那
對方有足夠誠意嗎？)這
要問他。」並指有誠意
的話，來回港、澳跟從
香港仔去機場並沒有太
大分別。

吳若希觀察男伴中 發展有望

■■吳若希吳若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梁靜儀）陳凱琳(Grace)、亞姐顏
子菲和亞視前執行董事葉家寶昨
日出席一個加拿大置業及投資活
動，跟鄭嘉穎拍拖一年的Grace雖
然沒透露結婚大計，但於加國長
大的她希望婚禮和婚紗照拍攝可
在當地進行，也想擁有家庭後小
朋友能在當地過舒適生活。然而
Grace的心意尚未向男友表明，但
對於未來大家已有共識。
身穿紅色露腰裙的Grace在台

上分享，她指自己在加國讀書和
長大，很想將來的小朋友也能擁
有這種環境。「溫哥華有很多華
人，很快可以適應，而我長大的
地方較多外國人，所以希望自己
的小朋友在所住環境能學好中、
英文，比我好便可以。」並強調
對何時生B順其自然，但當兩口
子發展到那個階段便自然想安定
下來，生兒育女。問Grace男友是
否較自己還要心急？「這要問
他，我可慢慢來，畢竟我們拍拖
僅一年，可再長遠觀察一下。」
至於Grace跟嘉穎的「訂情劇」

《殭》，自上周首播以來收視不算
太好，根據無綫昨日的發表它的收
視為23點，較之前同時段下跌1
點；另一劇集《末代御醫》更只有
21.8點，同樣下跌了1點。《愛回
家．八時入席》則是23點。到周
六、日的收視亦未如理想，兩天的
晚間新聞分別只有7.9點和8點，
較之前的星期狂跌至少5點，無綫
企業傳訊部宣傳科副總監曾醒明，
指，基於新平台(指ViuTV)的收視
報告未出，難言是否受《太陽的後
裔》等節目影響。

望欠薪能盡快解決
另一方面，葉家寶表示有留意

亞視前投資者王征以債權人身份
入稟高院申請亞視清盤的官司，
對於王征透過律師提出三個重組
方案，更與潛在投資者趙東簽署
意向書包含了支付6,000萬港元欠

薪予員工的條款，葉家寶表示：
「這要法庭、臨時清盤人、債權
人幾方面去決定，臨時清盤方面
覺得最關鍵是解決到員工工資問
題，盡快解決是好事。」
然而該6,000萬港元會在通過後

數日內先繳清破欠基金，要到10
月15日才向其他欠薪員工賠償，
家寶稱其實還有其他幾個方案，
不過未有明確披露出來。「始終
有方案好過無方案，我亦見員工
很心急，這個我明白，因我也是
其中一個受害者。希望早日取回
欠薪，這對員工是天大喜事，也
是員工應得，每個新方案應以員
工優先取到欠薪為依歸。」

陳凱琳想在加拿大行禮

■葉家寶(中)望亞視欠薪問題能盡
快解決。

■■陳凱琳未急於嫁人陳凱琳未急於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