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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秀文自爆去年在
●
經濟上曾出現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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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港姐出身的張秀
文入行十年，近年成為綜藝節
目「搶手貨」，去年更獲提名
「最佳節目主持」，她最感恩
能與林盛斌（Bob）合作，更
形容對方是自己「福星」。不
過，外間都以為秀文賺得盤滿

有「 福 星 」帶 挈 疫 下 有 工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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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秀文

缽滿，她自爆其實仍欠公司
錢，不過她積極面對挑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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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當選港姐亞軍繼而入行，隨後幾年多是擔任綜藝
張秀文
節目嘉賓，發展只是一般，直至去年與林盛斌（Bob）合作主

●張秀文覺
得作為藝人懂得
平衡生活是好
重要。

持《你估我唔到》，二人的合拍演出令其人氣上升，今年節目添
食，二人再拍檔主持《你又估我唔到》，以及新春節目《天天
開運王》。對於去年於多個綜藝節目，她很多謝阿 Bob 的帶
挈，令她在疫情下斷斷續續有工開，並粗略計算過有七八成
的節目都是拍住他一齊做，覺得對方是其「福星」。
除了遊戲節目，去年秀文又和崔建邦（Amigo）主持清
談節目《諸朋好友》，此亦是秀文首次主持清談節目。節
目自播出以來口碑不俗，作為清談節目初哥的秀文坦言最
初接到工作時真的感到好有壓力，幸好每位嘉賓都好友
善，大家更傾到超時。眾多嘉賓中秀文最難忘是方中信，
她笑說：「因為我冇見過方中信，好擔心佢會唔會好多嘢
唔肯講，變咗好靜，但佢同Ben哥（林國斌）嘅火花係令人
估唔到，仲有佢講起行街市，賣菜阿姐送菊花畀佢時笑到
Cut 機都仲笑唔停，見到佢好 Enjoy 自己生活。」 在訪問嘉賓
的過程中，秀文自言亦有得着，覺得作為藝人懂得平衡生活是
好重要，就算做藝術工作都要有生活。
對於第二輯節目換上師妹陳凱琳（Grace）主
持，秀文解釋因要與阿 Bob 拍《你又估我唔
到》，本來都問題不大，但因兩個節目最後被安
排同一晚先後播出，惟有忍痛放棄，問到會否感
到有點可惜：「當然有少少可惜，自己好鍾意呢
個節目，加上認識好多前輩，希望節目舉行慰勞
宴 Amigo 會叫埋我。」她又大讚 Grace 為人幽默
及敢言，都很期待對方的演出。

一杯清水增自信

● 馬仔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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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秀文自與林盛斌合作後人氣急
升。

無意上遊戲節目

馬浚偉欲在無綫開Cafe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近日重返無綫出任副經
理的曾志偉，掌管綜藝、音樂製作及節目，據悉，志偉
正有意招攬各方人才，其中馬浚偉（馬仔）亦是他合作
的對象之一，馬仔笑言自己「唔玩得」，對遊戲節目興
趣不大，反而有意在無綫開Cafe。
問到馬仔與志偉的合作進展？馬仔說：「未正式傾，
樂小姐（樂易玲）話咗我聽志偉哥好想同我合作，我唔
係玩得嘅人，或者做另一個層面嘅綜藝，我同志偉哥講
做咩都得，但好多嘢都未落實要再傾，我都好開心佢返
嚟。」久未為無綫拍劇的馬仔，直言再拍劇要視乎時間
而定。
人氣處境劇《愛．回家之開心速遞》久不久都會邀請
藝人客串演出，問到馬仔又可有興趣客串演出？他笑言
留待新人演出好了，但如果可讓他在劇入面的新威龍廣
場內開間 Cafe，而又不收他廣告費也可以考慮。已有咖
啡師牌的馬仔，坦言近日除了與酒店洽談合作計劃外，
也有興趣在無綫開一間Cafe。
談到牛年展望，馬仔直言心急想製作更多節目：「無
論電影、舞台劇，我都希望製作更加多作品，下半年我

跟林德信拍火辣MV

王君馨自爆老公揀男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王君馨（Grace）
日前接受電台主持人倪詩蓓訪問，提到 Grace 在剛
推出的新歌《尖叫》MV 中大解放，不僅浸在浴缸
玩濕身誘惑，還穿上性感睡衣情挑林德信，上演火
辣床上戲。作為有夫之婦的 Grace 與男對手的火辣
鏡頭會否激嬲老公？Grace 自爆拍攝前有多個男主
角人選，她便將名單給老公過目，最終由老公選出
林德信。說到剛過去的情人節，Grace 獲老公送上
大束玫瑰花，以及親手炮製豐富早餐送驚喜，至於
她又有否煮浪漫晚餐給老公？她搞笑說：「有為他
準備一頓沒有浪費的晚餐，因為一打開冰箱發現好
多隔夜菜，遂決定把全部放埋一齊，整了一個情人
節盆菜，哈哈。」

形象入屋的秀文，新一年的演出機會亦接踵而
來，除了主持工作，還有份參演多齣劇集，繼
《木棘証人》後，又演出《兒科醫生》及《欺詐
劇團》，被笑指賺得盤滿缽滿，她否認，說只是
表面風光：「其實只係『揼石仔』，搵真銀就真
係冇，但喺疫情下保持出鏡率係開心嘅。」她又
自爆去年在經濟上曾出現壓力：「上半年喺公司
工作唔係好多，出面好多工作又取消咗，我咁多
年都未試過 Under Show，我上年仲欠公司錢，
收入只夠交租。」
面對經濟上的壓力，秀文未有抱消極態度，反
而更積極工作及去學習增值自己，她認為境可隨
心轉，而她最近學到一個讓自己充滿正能量的方
法：「每晚臨瞓前斟一杯清水，然後就對住杯水
傾偈，講好多好說話，例如講自己短期內的計
劃，之後就去瞓覺，當然仲要畀自信自己去實
踐，尤其係我呢啲缺乏自信嘅人，經常要同自己
講：你得嘅，你得嘅。咁就會慢慢肯去行，因唔
踏出第一步永遠不會成功，呢個係好重要。」

●張秀文獲提名「最
佳節目主持」。

會投資及製作一部電影，年底又會有
個音樂會，我想快啲開工請多啲人做嘢，
因為好多台前幕後都冇工開好慘，所以今年
心願係不停開Project，希望工作順利啦。」
生於潮州家庭的他相當重視冬至和農曆新年這兩
個節日，之前因疫情嚴峻關係，未能與家人食飯做
冬，留待農曆新年才跟爸爸食飯慶新春。馬仔指家族有
香港
十幾人，為確保大家免受感染，他除了事前做檢測，
文匯報訊
亦要大家嚴格執行社交距離，他笑說：「 我哋會
（記者 李思
事先會做好檢測，個個驗晒冇事才可返屋企食
穎）無綫與四大
飯，喺屋企裏面雖然冇人會管到，自己都要注
唱片（環球、華
意，所以會分開兩個人一枱，我哋會買外
納、Sony Music 及環
賣，好似自助餐咁，要戴住口罩出去拎嘢
球已收購的 EMI）因版
食。」馬仔表示每年過年爸爸都會煮冬
稅問題及網絡使用權續約
菇豬肉炆墨魚，不過這道菜是無特別意
風波「反目」，隨着無綫高
思，純粹是他們鍾意食。對於近年流
層大變天，由曾志偉接掌副總
行派電子利是，馬仔自言是「老套」
經理（綜藝、音樂製作及節
人，較喜歡派實體利是。
目）重任後，無綫舊將何麗全回
巢，兩人合力修補與四大唱片公司
關係，最終在短短時間已成功「破
冰」，將「交惡」達11年的局面破
解，環球董事總經理黃劍濤（Duncan）承認同無綫「和解」，祈願樂壇
再現百花齊放，大放異彩局面。
環球在過去11年以來態度強硬，鮮
有見到旗下歌手亮相無綫，今次志偉和
何麗全出馬，不消三四日便將「困局」

披露與無綫破冰三大原因

環球黃劍濤否認過檔星夢
解開，Duncan 被問到四大唱片與無綫
「破冰」一事，他透露有三大原因：
「第一是志偉和何麗全重返無綫，第二
是無綫與環球大家都拿出很大誠意，第
三是我與志偉及何麗全互相信任，很快
便能速成事件，大約傾了三四日便圓滿
解決。」
Duncan 又指跟志偉同何麗全認識已
久，關係很好，大家都希望樂壇大放異
彩、百花齊放，至於雙方合作形式，基
本上同以前有九成是一模一樣，主要是
履行合約，無綫是可以有網絡使用權，
總之大家都拿出誠意去盡快完成，不會
有問題的。
如今死結解開，樂壇再跨進一步？
Duncan謂：「大家共同努力，當然有機
會去返以前樂壇，（環球鎮台之寶『校
長』譚詠麟有否提出意見？）我們沒有
傾過，相信校長一定開心，他最希望見
到樂壇百花齊放，再現巔峰，重回最蓬
勃時期。」Duncan透露有關明天的記者
會，環球會派出歌手 Gin Lee、AGA、
陳凱詠出席支持，但跟無綫何時合作還

●黃劍濤透露環球會
派出 Gin Lee 等歌手
出席記招。資料圖片
●曾志偉極速打破唱
片公司之間僵局。
未知道：「一切等志偉同何麗全安排，
因這是無綫的內政，也不敢多問，可能
他們會計劃好哪個節目適合哪位歌手，
相信無綫會公道，無綫節目不僅是環球
歌手，還有其他唱片公司的歌手。」
有傳 Duncan 將取代何哲圖接管星夢
娛樂，他斬釘截鐵否認：「梗係唔會，
絕對無咁嘅事，我同環球仲有合約，同
時有些歌手是我簽回來，都要同他們交
代，何況無搵過我。」

李施嬅加國
「包機」
回港
●王君馨在新
歌 MV 與 林 德
信 有 火 辣 場
面。
●王君馨（左）於
情人節獲老公送上
大束玫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李施嬅
最近晒求婚鑽戒公布已訂婚的喜訊，
而之前她返回加拿大多倫多繼續拍攝
去年因疫情停拍的電視劇，日前完成
工作，施嬅就獨自「包機」回港，只
是未見其未婚夫陪伴左右。
施嬅將這次回港過程拍成 Vlog 與大
●李施嬅於加拿大完成工作後
家分享，當中記錄了她強制隔離的過
即返港。

程 ， 她 全 程 戴 上 口 罩 、 Cap 帽 和 面
罩，做足安全措施，她又要排隊做檢
測，等待時顯得相當納悶，但一上到
飛機，機艙竟然空無一人只得她一位
乘客，似是她「包機」回港一般，施
嬅留言：「為安全起見，包機？其實
係3個禮拜酒店強制隔離，無乜人夠膽
返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