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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
張繼聰昨日出席郵輪宣傳活動，
大會展示一艘由積木砌成的巨型
郵輪，並成功列入健力士世界紀
錄。阿聰坦言砌積木是一個很好
的親子活動，還可以賺取兒子仰
慕父親的眼神。在太太謝安琪復
出前，也希望一家人上郵輪玩。
阿聰透露太太謝安琪已開始部
署新工作，要把握時間享受家
庭，笑稱之後就要向太太的經理
人度期。他說：「她已開始集中
做運動，我很佩服她，更要吃運

動員餐單，現在精神狀態很好，
有煥然一新之感。」阿聰在台慶
劇《誇世代》中表現出色，被冠
以「金句王」，他謙稱道：「因
為是跟《幕後玩家》同一團隊，
編審們將好對白交給我講，其實
要維持50集好難，套劇輕鬆但都
有死人塌樓，但又用到荒謬的手
法很有趣，而且外界反應都好
好。」
另外，提到無綫發出內部通

告，不建議節目製作要求女藝員
賣弄性感，劇集只能意識交代強

姦或床上戲等情節，女藝員出埠
工作時要有女同事同行，阿聰表
示有收到通告，說：「對我無影
響，現在每晚都有陳豪和森美，
不過我都自我統計過，我在《老
表，你好hea！》中露兩點和露出
胴體的次數，應該是香港電視史
上黃金時段最多的一個。」阿聰
稱會尊重公司的做法，這個平衡
要拿捏得很好，總不能在沙灘上
穿樽領衣服。會否擔心限制擴展
至男藝人，阿聰說：「如果真的
要都沒辦法，都要尊重，因為

TVB觀眾層面廣，要為後生的建
立正確觀念，到時男藝人應該可
以舒一口氣，因為終於可以吃飽
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衛蘭
（Janice）當年離開由舊老闆黎明
（Leon）主導的A MUSIC，兩人關
係一度傳出不和，昨日Janice為明年1
月演唱會舉行記者會，獲Leon拍片鼓
勵，令Janice大為感動，更準備親自
致電邀請對方前來睇騷，百分百粉碎
他們不和傳聞。
Janice將於明年1月12至14日假紅

館舉行《Oh My Janice World Tour
2018》演唱會，昨日記者會上獲舊老
闆黎明、雷頌德（Mark）、鄭秀文、
容祖兒、李榮浩等拍片支持，Leon在
片中講出一番鼓勵說話，更指到時一
定有好多好歌聽，Janice為此感動得
眼濕濕，不禁大叫「Oh！My God！
好感動！」當司儀問她會有什麼新嘗

試或者不想再做的事，Janice 打趣
說：「有呀，以前做過的都不想再
做，又不想跳到好似郭富城咁樣！」
之後，Janice即場獻唱歌曲，又獲唱
片公司送上機票，可以在個唱完後，
任她選擇去喜歡的地方。

健康地操弗
Janice 對於 Leon 和 Mark 拍片支
持，她說：「超級感動，事前全不知
曉，我會邀請他們來睇騷，還以為他
們沒興趣來看，稍後會親自打電話邀
請他們。（乘機請Leon做嘉賓？）他
來看已經好開心，而且3晚的3位嘉賓
已經落實，暫時保持神秘名單不作透
露，總之未合作過，有男有女、唱歌
很了得。」Janice說到不會跳郭富城

的舞，她解釋：「我不
多快歌，自己的快歌也
不是城城這類舞，但到
時一定會跳舞，類似舞台
劇形式去跳。」
問她會否為個唱操弗，

她表示：「有呀，但不會像
以前特登減十磅，我發覺一
下子減會令身體更有傷害，很
不健康兼且很易令磅數回升，但
都會操弗，以最佳狀態應付3場
演出。（現在肥和瘦都無壓力？）
無呀，我最瘦時依然畀人話肥，索性
不理，又不是要放棄，最重要是身體
健康，喜歡聽我唱歌的人是不會介
意，最緊要操好身形，着出來的衫
靚。」

陳凱琳陳凱琳稱只要有美感
稱只要有美感

可騷少少可騷少少無 綫 全 面 禁
無 綫 全 面 禁「「 色色 」」保 障 女 藝 人

保 障 女 藝 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植植）陳凱琳（Grace）與丁子朗

昨日出席《2018香港街馬@九龍》記者會，對於無綫助理總經理

（藝員管理及發展）樂易玲向藝員發出內部通告，指引女藝員拍攝

戲劇或非戲劇節目要收起性感，床上戲要用意會形式交代。Grace稱

沒有收到通告，但會尊重公司決定，更笑言與她早前上載泳照無

關，因為性感欠奉。

無綫發出內部通告指引，指示節目製作
不鼓勵有太過誇張女性身材及賣弄性

感的鏡頭，日後女藝員如需穿着三點式泳
衣拍攝如水上運動、浸溫泉等的鏡頭，會
在適當時候安排穿上T恤，同時也不鼓勵
戲劇製作涉及強姦或床上情慾戲等情節，
如有劇情需要只會用「意會形式」表達交
代。Grace稱會尊重公司決定，她個人則覺
得健康性感是可以接受，並笑道：「我也
沒什麼可以給別人看，但會尊重公司規
矩，每個人對性感的尺度和定義都不同，
我覺得只要有美感，騷少少都可以。」笑
指她和龔嘉欣、沈卓盈、譚凱琪的泳照嚇
怕公司，Grace稱與此無關，因為大家都投
訴她們不夠性感。
問Grace拍《巨輪II》的強姦戲份時有否
不舒服？她說：「沒有，我和岱融哥有共
識，知道是在合理情況下而發生的，收到
劇本時已知有這場戲，大家有去溝通如何
處理，出來的也是我們想要的效果。」笑
稱男友鄭嘉穎應該最贊成指引，Grace笑
道：「他沒有嬲，只是開玩笑，他都體恤
劇情，叫我放心去做，而且監製王心慰是
信得過的人，出來效果也很好。」

高海寧開心焦點放演技上
另外，通告指引中提到所有要使用女藝
員離港拍攝非戲劇製作，除非於海外拍攝
期間有多於一位女藝員，又或有女性的導
演或PA同行，否則藝員部都需要安排一位
女同事同行跟場。問Grace有否試過單獨
一個女出埠工作？她稱未試過，更讚公司
很細心照顧和保護女藝人。

香港先生丁子朗從經理人口中得知通告
指引，笑稱應該與男藝人無關，可以繼續
除衫，說：「女仔就『大鑊』一些，公司
女同事身材都很好，選衫方面要再想
過。」他又稱自己可能是最後一屆的香港
先生，可以不用卸任。笑稱指引生效最大
損失是觀眾時，丁子朗笑道：「在鏡頭以
外看吧，外出活動大家都可以見到女藝人
的性感，總會有機會的，一班毒男不用絕
望，我會跟你們一齊。」
高海寧對公司通告表示贊成和開心，覺

得公司一直很保護她們藝員，也可將劇集
焦點放在劇本、製作和藝員演技上，不會
只有性感成為賣點，而且公司製作也愈來
愈認真，如新劇需要扮大肚婆，都會專門
訂造假大肚，應付不同時期需要，又多運
用實景拍攝，看得出公司在各方面都努力
進步中。

陳庭欣感謝公司尊重女性
擁有33C上圍的陳庭欣（Toby）今個星

期播出於斐濟拍攝的節目《3日2夜》，對
於無綫出內部通告要求拍攝節目不應過分
賣弄性感，Toby表示未受影響：「其實這
個節目是7月份時拍攝，今個星期出街，
暫時沒聽到有任何影響，都是正常健康的
去沙灘或水上酒吧時着泳裝。至於拍攝時
不好太過賣弄女性身材，這些交給幕後同
事處理。」
陳庭欣又感謝公司尊重女藝人：「我都

會尊重公司新指引。最開心就是其中一項
到外地拍攝要安排女同事，這安排好好又
安心，這項是最令我感到高興。」

不愉快事與身體接觸無關
對於網上有不少傳言表示今次新指引是

針對節目《3日2夜》內容過於惹火，甚至
有傳聞指有女藝人拍攝《3日2夜》時發生
不愉快事，對此有知情人透露說：「以我
所知所謂不愉快事不是發生有關身體接觸
的不愉快事件，不愉快事已是早幾個月前
發生，有個女星去拍攝，本身公司（劇
組）想她穿三點式泳裝拍行沙灘，但個女
藝人以不希望太性感為由拒絕了，但後來
卻發現此女藝人有在這個Trip穿三點式泳
裝，然後放上互聯網。公司監製知道後便
嘈個女藝人囉，後來更嘈到上公司高層，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何雁詩、胡鴻鈞、謝雪心、陳明恩等
昨日出席「長者港鐵安全運動2017」，對於無綫發出內部通告，提醒藝
人不要賣弄性感，以及強姦床上戲要以意會形式來交代，不少藝人都覺
得此舉有保護作用，但就未有聽聞曾有不愉快事件發生。
何雁詩表示已收到公司有關指引，暫時未有出埠工作打算，但在台慶

當晚會留意衣着打扮，本身不是特別走性感路線，相信不關自己事。問
到是否有不愉快事件發生過？她謂不知道，但覺得上面有指令都好正
常。問到之前拍攝節目有否被要求收起性感，她謂：「對上一次出埠是
去北極，同性感無關，可能是說浸溫泉要遮。」她覺得公司這次指引是
想保障藝人，希望有健康形象。」

胡鴻鈞曾憂露股戲惹反感
胡鴻鈞在劇集《降魔的》有露股鏡頭，他坦言：「最初都擔心引來
觀眾反感，幸而見到網民讚好，我天生股肌比較勁。（不怕意識不
良？）都有同監製傾過，覺得劇情合理，不是刻意賣弄。」他又指
已收到公司指引：「覺得公司是想保護女藝人，想大家留意整個節
目製作，而不是藝人的身材。（是否有事發生過？）不知道，相
信是整體方向，公司是有社會責任企業，希望不要把焦點放在身
體部位上面，這都是好事。」

謝雪心都收到公司指示，她覺得這做法是想保護藝人，
特別是女藝人：「在出埠有人陪都是好的出發點。（發生
過不愉快事件？）無呀，我拍劇多，很少出埠，也不覺得
有很多性感和裸露鏡頭，而且在黃金時段出街，應該好
穩陣。（多咀嘴戲？）這些沒有所謂，都是依劇情
需要，又不是夾硬強吻。（這類鏡頭對小朋友不
好？）相信有一定尺度，在我尺度上沒有問題，
沒有過火位，公司是保護和錫藝人而已。」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植 毅 儀 ） 王 君 馨
（Grace） 接 受 電 話 訪
問，提到無綫向藝人發出
「禁色令」，拍劇不能過份
賣弄性感，之前她在《城寨英
雄》中有露背鏡頭而引起不少
迴響，君馨說：「其實真係要
睇下每一場戲，大家（同監
製）傾完之後點拍，咁都要睇
監製、導演的指引，可能每一
場點拍，然後再傾。」
對於公司提議，所有要使
用女藝員離港拍攝非戲劇製作，除非於海外拍攝期間有多於一位女藝員，又
或有女性的導演或PA同行，否則藝員部都需要安排一位女同事同行跟
場，Grace大表贊成，Grace說：「呢個新指引好好，可以令女藝人
感覺安全些及舒服些。我們平時出去工作未必有女同事跟場，
有時好唔方便，例如想搵人幫手拉拉鏈，如果是男經理
人跟就好尷尬。如果有女同事幫手跟，就會比

較好。」

女工作人員陪跟場

王君馨讚有安全感

何雁詩不行性感 認為公司指令好正常

喜聞無綫「禁色令」張繼聰：可吃飽飯

獲舊老闆黎明拍片鼓勵衛蘭超感動親致電邀睇騷

■■張曦雯也曾在無張曦雯也曾在無
綫節目上性感示綫節目上性感示
人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林泳淘因林泳淘因《《33日日22夜夜》》人氣急升人氣急升。。電視截圖電視截圖

■黎明拍片力撐衛蘭開騷。

■■衛蘭因黎衛蘭因黎
明的支持感明的支持感
動 得 眼 濕動 得 眼 濕
濕濕。。

■■胡鴻鈞胡鴻鈞 ■■何雁詩何雁詩

■■ 陳 凱 琳 拍陳 凱 琳 拍
《《巨輪巨輪IIII》》的強的強
姦戲份沒感不姦戲份沒感不
舒服舒服。。

■■王君馨於王君馨於《《城寨英雄城寨英雄》》上演露背戲上演露背戲。。電視截圖電視截圖

■■陳庭欣陳庭欣((左左))早前到斐濟拍早前到斐濟拍
《《33日日22夜夜》，》，有女有女
工作人員陪同工作人員陪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無綫向藝員發
出內部通告禁性
感。

■高海寧曾半裸拍被姦戲。

■■張繼聰張繼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