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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弟亮相新節目 料林作會「抽水」

陳凱琳堅決反對驗
陳凱琳
堅決反對驗 DNA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阿 祖 ） 明 珠 台 自 家 製 原 創 節 目 《Love

◆陳凱琳表
示只會讓老公
鄭嘉穎做後備
嘉賓。

Matters with Grace》將於下周三推出，節目由陳凱琳首度監製兼
任主持，在昨日記者會上，訪談的嘉賓張馳豪、何晉樂、林沚羿、
黃祥興、陳浚霆及魏韵芝等均有出席撐場。對於胞弟 Derek 將亮相
新節目，陳凱琳預料林作會再藉機「抽水」，但她懶得理會，並堅
決反對林作提出驗 DNA 的提議。

陳凱琳（Grace）在節目中邀請到龍
鳳胎孖生胞弟 Derek 出鏡，分享在

網上結識到太太的經過。雖然胞弟早前
已移居加拿大，Grace 表示每日也會跟
弟弟通電話，因此沒太深掛念，而弟弟
在港 7 年一直未停過工作，故暫時仍在
放假休息，未正式復工。提到 Derek 早
前被指跟父親長相不相似，惹來有 「抽
水王」之稱的林作「挑機」出千萬求驗
DNA，掀起連串風波，弟弟心情是否已
經平伏？Grace 回應說：「那件事發生
時他都 OK，他也識諗，男仔會更加放
鬆。」事件已告一段落？她表示沒再想
太多，也不需要再拿出來講。但會否擔
心訪問 Derek 的一集出街再惹來林作攻
擊 ？ Grace 說 ： 「 我 諗 這 個 訪 問 出 了
街，都會引起他講嘢，他都有自由去
講同出 post，我自己有了這個準備，希
望他的心態是旨在娛樂。」有否想過真
的去驗 DNA？她直言不會，畢竟件事已
告一段落，她不再去想，也不會再講。
另外，談到 Grace 今次與林肯聯合監
製節目，她坦言從找嘉賓、撰稿甚至剪

接都要親力親為，也是一次很好的學習
機會。而節目中除了弟弟當嘉賓，Grace
也找來朱千雪一起談婚姻以及與另一半
的相處之道。問到為何仍不請老公鄭嘉
穎上節目當嘉賓？她笑謂：「我驚一齊
做節目會好多爆肚，還是遲一些，讓他
做後備！」另提到嘉穎快將生日，Grace
指老公和父親的生日只相隔一天，所以
每年也會一起吃飯慶祝。

◆Derek 與
父親合照引起
外界關注。

張馳豪兩次拍拖遇第三者
此外，「聲夢」學員張馳豪
（Aska）、何晉樂及林沚羿擔任嘉賓上
Grace 主持的節目，該集話題談到愛情
與夢想，Aska 表示現階段自己會先選工
作，因為要是女友跟自己想法不一樣，
也難繼續走下去，所以他會選一個跟自
己有共同夢想、在生活上互相支持的伴
侶。
Aska 表示過去曾拍過兩次拖，分手原
因都是對方做了些不應該做的事，出現
了第三者，最後也是由他提出分手：
「第二個女友，是她親口和我說有另外

一個人，當時我感到好受傷害，最終也
是理性下和平分手，也做回朋友，我覺
得即使不再是情侶，但也不用去到關係
決裂。」但兩段感情均出現第三者，再
拍拖時會否留下陰影？Aska 坦言現處理
感情，會多一點防禦心，也會築起圍
牆，想多些才投入。而節目中被問到現
身邊有否心儀的對象，Aska 選擇拒絕回
答，只說：「其實講邊個都不可以，永
遠會得罪人，何必令自己墮入這個圈套
之中呢！」

◆林作經
常語不驚人
死不休。

將軍澳邵氏創意中心開幕

投資3億元 支持電影製作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耗資 15 億港元興建的邵氏影城，
當中嶄新的創作空間邵氏創意中
心，昨日舉行開幕典禮，並由邵氏
基金會主席及邵氏影城董事總經理
陳偉文、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院長王麗蓮、高先電影董事
總經理曾麗芬、電影導演黃修平及
VS Media 創辦人及邵氏創意中心
營運商黃雅芬擔任主禮嘉賓。已故
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副主
席、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
方逸華的胞妹蔡梅芝及李潔儀亦有出席。
陳偉文表示：「邵氏基金會以推動文化藝術傳承為
宗旨，邵氏影城一直在基金會的支持下營運，其所得
收益亦會交由基金會用作慈善用途，他們秉承邵逸夫
先生及夫人對電影的熱誠，都希望令邵氏影城發展更
加多元化，為電影製作人提供更全面的支持，鼓勵更
多本地電影創作，將香港電影的地位進一步提升。」
該中心坐落於將軍澳邵氏影城，總面積佔地 11,000
平方呎，陳偉文指中心為業界提供靈活的工作空間，
如活動空間及會議室，並附設後期媒體製作設施，包
括綠幕攝影棚、混音及錄音室和剪接室，提升本地的
製作能力。他又希望透過中心凝聚香港的製作、發
行、電影節、電影技術公司及專才，為他們供工作空
間及設施，創造一個充滿活力的娛樂生態系統。今次
影城為了提升設施，共投資了 3 億港元，問到預計何
時能收支平衡？他說：「我們一直是懷住支持及回饋

◆ 陳凱琳首度監製兼任主持的新節目昨日舉行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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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偉文表示邵氏創意中心
沒考慮何時才能收支平衡。
沒考慮何時才能收支平衡
。
電影業界的初心，致力為電
影業界打造一個協作平台為
目標，所以沒有想何時能收
支平衡。」他續稱邵氏影城
的支出都是由邵氏基金會承
擔，將來所有收益都是撥歸
基金會作慈善用途。
藝人陳宇琛（Sam）昨日
亦有出席中心開幕禮，他表
示今次是以製作人身份來參
觀設施，當年影城開幕時他
◆ 陳宇琛稱作為藝
也有來過，今次主要是看之
人都要多線發展。
人都要多線發展
。
後可有機會合作。他指娛樂
行業競爭愈來愈大，作為藝人都要多線發展。快將榮
升父親的他，表示太太已懷孕 19 周，預產期是 12 月
29日，暫時選擇順產。他又笑言現在視太太如女王般
看待，並大爆太太擔心B女出世後會失寵而呷醋。

陳敏之舊居升值至逾千萬
而本周五（12 日）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鄭裕玲
出的第四集，嘉賓陣容為曾
（Do 姐）、鄭衍峰及周奕瑋擔任主持以
樂彤、艾妮對戰鄭俊弘、譚嘉
「樓價」為主題的問答遊戲節目《樓價有得
儀。這集波波帶大家參觀宋宛穎租
估》。本周四（11 日）播出的一集，嘉賓
住的日出康城單位，及「七線人棄
陣容為郭子豪、黃嘉樂對戰宋宛穎、梁凱
王」程浩駿租住的大埔白石角單位，另
晴。該集外景主持黃婧靈（波波）會帶大家
外該集帶觀眾參觀的戚美珍於 1986 年購
參觀陳敏之位於將軍澳舊居及鄭啟泰現時租
入的舊居，「全粉閨房」更會曝光。
住的單位。最近搬了大屋的陳敏之，笑指希
望可為舊居找到好租客：「呢間屋
個海景好靚，當年差唔多500萬買
返嚟，家升值已經去到千幾
萬。」鄭啟泰的大坑單位則同樣對
住靚靚海景，他開心Share寫意生
活之道：「朝早起身望住維港飲咖
啡，黃昏就飲紅酒睇吓書、吹吓色
士風。」
另外，又以當年謝賢（四哥）
與狄波拉位於西貢相思灣的舊居作
為題目，四哥當年「從零開始」親
◆ 左起
左起：
：梁凱晴
梁凱晴、
、宋宛穎
宋宛穎、
、周奕瑋
周奕瑋、
、鄭裕玲
鄭裕玲、
、鄭衍
自設計西貢舊居，主人房對着無敵
峰
、
黃嘉樂及郭子豪。
黃嘉樂及郭子豪
。
海景之餘，更有靚靚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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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新書登暢銷榜冠軍 陳倩揚落實重返校園
◆ 陳倩揚提倡
陳倩揚提倡「
「開心
食輕鬆減飽住瘦」。
食輕鬆減飽住瘦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陳倩揚於兩年多前建立網上平
台，透過直播、煮食示範等積極推動以「減醣飲食法」，達到她
經常掛在嘴邊的目標：「開心食輕鬆減飽住瘦」。至今群組人數
逾 15 萬人，成功飽住健康落磅組員多不勝數，倩揚最希望大家
多關注飲食健康，透過調整生活、飲食習慣，加上勤做運動，可
減低患上都市病、各項慢性疾病的風險。
倩揚去年出了第一本書《健康輕鬆飽住瘦 低醣飲食生活提
案》，反應非常熱烈，亦於數個書榜連續數月登上榜首及十大暢
銷之列，再版加印多次。今年與營養師林思為合著並推出《低醣
飲食生活提案 2》，於今年書展連續 6 天登上暢銷書榜首位，並
於書展為讀者簽書見面。
此外，明年迎接 40 歲的倩揚，終落實重返校園的計劃，目前
已與家人抵達加拿大多倫多，修讀媒體廣播與製作，並有機會到
相關傳媒機構實習。倩揚說：「一直希望可修讀媒體製作相關課
程自我增值，亦有計劃課餘時間許可的話，兼修營養、健康飲食
有關的課程，雙管齊下，學校放假我就會回港工作。」

劉溫馨首演大奸角 找老師苦練咬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陳豪
與張曦雯在劇集《白色強人 II》中飾演
過氣情侶，兩人自度打鬧場面，互動輕
鬆惹笑又吸睛。
前晚（8 日）播出的一集，講述唐明
（馬國明飾）為連體嬰進行切割及重建
心臟手術，由於是香港首個案例、難度
亦甚高，事件惹起高度關注，劇中反派
Martin（張達倫飾）及張庭（劉溫馨
飾）更希望手術失敗作為打擊 YT（郭
晉安飾）的籌碼……另一邊廂，由於葉

◆ 劉溫馨角色造型惹人討厭
劉溫馨角色造型惹人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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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胡定欣飾）的成立藥物研究中心草
案摧毀性甚高、兼對 YT 的全面開放藥
物名冊草案有重大威脅，深愛 YT 的
Yan（張曦雯飾）遂決定出手幫男友，
更拉攏舊愛 Vincent（陳豪飾）一起游
說聯網總監支持YT。
Yan及Vincent二人前晚齊齊晒冷自然
是焦點場面，他們的互動均惹笑輕鬆。
張曦雯透露與陳豪不少互動對白，是二
人對戲時設計及創作的，她說：「我哋
私下互動都似文信（Vincen）同 Yan，

陳豪好開得玩笑嘅。如果大家有留意，
會見到我劇入面有時會拍吓佢、打吓
佢，呢啲劇本冇嘅，係我哋自己玩出嚟
嘅。」
至於首演大奸角的劉溫馨，舉手投足
及嘴臉均相當惹人討厭，與 Martin 齊被
封兩大「賤精」。為了應付角色的超複
雜對白，劉溫馨找來老師苦練廣東話，
她說：「今次對白有好多醫療改革等平
時唔會講到嘅嘢，所以事前要狂練，喺
屋企一路行一路練，練到唔使用個腦諗
都可以噏得出為
止，都有搵廣東話
老師訓練啲咬
字。」
◆ 陳豪與張曦雯
不少互動對白，是
二人對戲時設計及
創作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