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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在全球蔓延， 许多剧组的拍摄计
划都受到影响。 不过， TVB 没有出现长时
间停工的现象， 而是各剧组根据疫情作出
相应调整，继续拍摄工作。

由王浩信等人主演的 TVB 新剧《盲侠
大律师 2》 就取消了到缅甸拍外景的计划，
改为在大澳取景， 剧本也作出相应的修改。
2 月初，王浩信、蔡思贝、张振朗、张曦雯等
主要演员曾集体因病告假，但停工短短三天
之后又再次开拍， 而且拍摄强度并没有降
低。 3 月 22 日，王浩信在社交账号中透露自
己已经连续 19 天、每天工作 12 小时。 他坦

言自己“每天完成之后都心力交瘁，所以每
天都要跟自己讲，休息好，第二天再来”。

这两个月来，TVB 有多部新剧陆续开
工。 由马国明和岑丽香主演的《BB 大晒》、
萧正楠主演的古装剧《一笑渡凡间》等均在
3 月开机拍摄。 重头剧《陀枪师姐 2020》则
在 2 月底开机， 罗仲谦回归 TVB 参与拍
摄。 由于太太杨怡正处孕期，罗仲谦也非常
紧张，在拍摄现场带上酒精洗手液、消毒湿
巾、口罩、私人碗筷等抗疫装备，更透露考
虑在 TVB 电视城附近租酒店住，“我要对
家人负责任。 ”

搭建专业冰场
国际赛事级的
《冰糖炖雪梨》以冰上

运动为切入口， 有不少剧
情段落牵涉到短道速滑、
冰球、花样滑冰等项目。为
了呈现出足够专业的体育
竞技场面 ， 剧组在 6000
平米的摄影棚内搭建了一
个符合国际赛事标准的
30 米×60 米的冰场，并
配备了扫冰车、 冰上除湿
器等专业的维护设备；每
位上冰演员都配有一名国
家级运动员做冰上指导。

奥运冠军客串
专业选手摄影
曾获得 2018 年冬奥

会短道速滑冠军的武大
靖客串出演该剧，本色出
演他自己；不少前短道速
滑国家队运动员都参与
到了《冰糖炖雪梨》的拍
摄中。

因为专业摄影师跟不
上客串的国家队运动员的
速度， 武大靖刚刚退役的
师弟、 平时喜欢摄影的李
宗叡， 被剧组培训成冰上
摄影师，专门拍上冰镜头。
此外， 身兼数职的李宗叡

还客串出演剧中的女队助
教并担任吴倩的私人教练
指导她的滑行动作。

高燃竞技场面
都是摔出来的
硬件到位后， 演员们

也拼了。 除了开拍之前的
集中训练， 他们也在休息
时间抽空练习， 摔跤是家
常便饭。 李宗叡调侃道：
“吴倩称得上是短道速滑
‘摔跤队队长’。 ” 吴倩也
在受访时表示自己是剧组
进医院次数最多的演员，
她感慨道：“没有宗叡就没
棠雪， 我摔的每一跤都是
宗叡陪我摔的。 这部戏除
了导演， 我最要感谢的人
就是他。 ”

在剧中饰演花滑天
才喻言的周历杰，曾因跳
跃动作连跳几十遍都没
达到导演要求，当着剧组
一百多号人的面痛哭，然
后他默默走回了休息室，
平静后回来又继续跳了
几十遍，终于把那些动作
完成了。 周历杰也回忆拍
这场戏的心路历程：“当
时全剧组只剩下我还在
拍，其他人当天戏份都完
成了， 我就有点着急，有
点委屈。 ”

疫情之下，TVB 剧组还是那么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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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祖儿下厨做饭

容祖儿此前到欧洲开世界

巡回演唱会 ，回到香港后开始居

家隔离。 她透露自己每天早睡早

起 ，非常健康 ，并晒出自己做早

餐的视频 ： “为了令自己有一个

美好的早晨 ，决定煎一块松饼做

早餐。 一只手拿相机一只手煮东

西，真不容易。 ”

李施嬅宅家追剧

李施嬅从 2 月开始在加拿

大拍摄剧集《血与水》。 剧组因疫

情停工后 ， 她于 3 月 23 日回到

香港。 目前处于居家隔离状态的

李施嬅在社交账号中透露 ，她正

在追看自己有份出演的 《法证先

锋 4》。

罗家英看球看书

同样参演了网剧 《女法医

JD》的罗家英 25 日下午从马来西

亚回到香港。 他透露，汪明荃已

经安排好他居家隔离的活动范

围，“14 天很快过去，我喜欢留在

家看足球赛事、看书、拉二胡。 ”

疫情之下，许多大型演唱
会、舞台剧、商演活动取消，
演艺界人士的工作机会大
减。 郭富城、李克勤、陈慧琳
等人的排舞师 Sunny� Wong
（黄国荣 ）接受采访时坦言疫

情对演出市场影响很大，今
年已经有 60 场演唱会延期
或取消， 舞蹈演员“手停口
停 ”， 有些人不得不转行 。
Sunny� Wong 创办的舞蹈学
校也面临巨额亏损。

主持人林盛斌除了为电
视台和电台主持节目之外，
以往还会接很多商演活动的
主持工作，但他透露，目前大
部分工作都遭到取消或延
期：“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看着

几个孩子做功课 、 陪他们
玩。 ”林盛斌还是一家娱乐公
司的老板，他表示，公司将坚
持不减薪、不裁员、不放无薪
假， 与员工共度时艰，“大家
一起抗疫，一起同步过冬。 ”

最近几年， 在电视台
播出的青春校园剧佳作不
多， 反而是视频网站独播
的青春校园剧屡见佳作。
这个尴尬现象现在出现了
变化———上周， 由朱锐斌
执导，吴倩、张新成领衔主
演的青春爱情竞技成长剧
《冰糖炖雪梨》在江苏卫视
开播，豆瓣评分 7.7 分，近
50%的网友给出了“四星”
评级。

《冰糖炖雪梨》由爆款
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幕
后团队打造，讲述了“速滑
少女”棠雪（吴倩饰）与“冰
球男神” 黎语冰（张新成
饰）这对“冰糖 CP”，在大
学校园追逐冰上梦想的故
事。 两剧间的互动也增添
了剧迷的追剧乐趣， 比如
棠雪是追看《香蜜沉沉烬
如霜》的“香蜜女孩”；“旭
凤”邓伦出现在首播集中，
将冰球男神的位子传给黎
语冰……据悉，《冰糖炖雪
梨》还将发行至俄罗斯、日
本、泰国、韩国、新加坡、西
班牙、美国等多个国家。

主演够青春
演员很百搭

《冰糖炖雪梨》 的主演
阵 容 里 没 有 所 谓 的 一 线 大
咖 ，看惯台播剧的观众可能
在剧 中 找 不 到 熟 脸 。 但 从
“合适 ”的角度看 ，这部剧算
是找对人了！ 男女主演张新
成、吴倩是近年青春校园网
剧中 颇 有 观 众 缘 的 百 搭 型
演员。 往镜头前一站 ，青春
感扑面而来。

吴倩有“武大校花”之
称。 出道以来，她保持了清纯
可人的“初恋女神” 荧屏形
象，比如《何以笙箫默》中清
新脱俗的少女版赵默笙，《我
只喜欢你》 中软萌本分的少
女赵乔一。 在《冰糖炖雪梨》
中， 她饰演的棠雪因意外而
放弃短道速滑梦想， 是一名
动物医学专业的大学生 ，性
格鬼马精灵、热心率真。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
张新成， 一直是阳光开朗的
大男孩形象，曾在《你好，旧
时光》中饰演青涩的林杨，在
《大宋少年志》中扮演热血少
年元仲辛。 到了 《冰糖炖雪
梨》，他饰演的黎语冰是大学
冰球队队长， 各方面成绩优
异 ，性格外冷内萌 ，重情义 、
有担当。

冤家再聚首
人设挺讨喜

《冰糖炖雪梨》的爱情故
事依然是“冤家聚首”模式，但
讲得很有意思：棠雪和黎语冰
是少时同学，当时，霸气的棠
雪总爱欺负软糯的学霸黎语
冰，棠雪气他学习好，是“别人
家的孩子”， 黎语冰气她曾经
带来的精神、 肉体双重摧残
……这种感觉持续多年，直至
两人在大学校园重逢。

两人的相遇拍得颇为戏剧
化：黎语冰完成了训练，去体育
馆澡堂冲澡； 棠雪因为宿舍淋
浴器坏了，不得已到体育馆洗，
黑灯瞎火之下摸进了男浴室
……黎语冰发现了棠雪掉落的
学生证，重逢故事就此开始。

黎语冰展开了报复行动，
誓要跟“童年阴影”说再见。 在
他的精心设计下，棠雪签下高
额违约金合同，成了他的私人
助理。 但棠雪怎么可能甘心被
欺负，两人上演了不少斗智斗

勇、小打小闹的桥段。 随着剧
情发展，两人从互有好感但不
自知的状态，过渡到互有好感
但藏着掖着的状态。

故事有点甜
还足够励志

随着剧情发展，黎语冰的
竞争对手、棠雪高中时期暗恋
的对象边澄 （魏天浩饰 ）出现
了。 边澄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
者，当时他也同样对棠雪有好
感，但为了专心考大学，他拒
绝了棠雪的表白。

重遇棠雪后， 边澄开启了
疯狂追求模式， 被拒后内心失
衡，与黎语冰势同水火。 据说，
之后他不仅会想方设法陷害黎
语冰， 还会在黎语冰与棠雪之
间制造误会。不过，边澄最终会
转变，魏天浩在受访时也透露：
“边澄有自信、有迷茫、有冲动、
有反省， 最终他变成了更好的
自己，勇于承担自己的对错。 ”

通过棠雪与黎语冰、边澄
的互动，《冰糖炖雪梨》讲述了
不同的爱情观念 。 在高中阶
段， 边澄拒绝棠雪表白那天，
正好是一场重要选拔赛的预
演赛。 伤心的棠雪竞技状态不
在线， 出现重大滑行事故，直
接断送职业生涯。 黎语冰推荐
棠雪进入大学短道速滑队训
练， 帮助棠雪重拾体育梦想。
当棠雪面对梦想左右摇摆时，
黎语冰给她加油打气；当黎语
冰陷入低谷时，是棠雪的温暖
陪伴给了他向前的动力。

《冰糖炖雪梨》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香港演
艺圈的日子不太好过： 剧组外景
计划受阻、金像奖延期、演艺界工
作机会减少、 电影票房收入下滑
……不过，向来“劳模”的 TVB 没
有出现长时间停工的现象， 各剧
组根据疫情作出调整， 拍摄工作
仍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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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法医 JD》由蔡卓妍（阿
Sa）、钟欣潼（阿娇）、关智斌、陈
家乐等人主演， 讲述女法医宋
安妍（蔡卓妍饰 ）的探案故事。
这是 Twins 时隔九年再次合
体拍剧，很受粉丝关注。

《女法医 JD》于 2 月初在
马来西亚开机，原计划 4 月中
旬完成拍摄。 不过，受到新冠
肺炎疫情的影响，马来西亚颁
布了“限制活动令”，剧组不得
不暂时停工。 上周，演员们留
在当地酒店休息，自己找乐子
打发时间：关智斌变身美食博
主， 亲自拍摄和剪辑烹饪短

片；阿 Sa 成了美妆美发博主，
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为关智斌
染发、 为助手剪头发的照片。
阿娇也吐槽阿 Sa 实在太闲，
一度打算拿她的脸练习化妆。

24 日，剧组从马来西亚撤
离 ，回到香港 。 Twins、关智
斌、陈家乐、何佩瑜现身香港
机场时都是全副“武装”打扮，
防护服、防护帽和眼镜、口罩、
手套， 一个都不能少。 阿 Sa
称， 这次拍摄的是法医题材，
她直接把戏服穿回来了：“我
向剧组借的（衣服 ），不然买不
到这套装备。 ”关智斌表示，他

们一行人因打扮夸张而被人
拍照，“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尴
尬和羞耻。 如果可以保护自
己、保护身边人，减轻医护人
员的负担，即使要穿得像怪人
般夸张，我也在所不辞。 ”

回到香港之后， 几位演员
都要接受 14 日的居家隔离。 阿
Sa 在 24 日晚更新社交账号：

“终于回到家，14 日隔离正式
开始，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平
安快乐。 ”次日，阿 Sa 又晒出一
张她在家里架起白色画布的照
片，准备画画解闷，并配文：“我
准备好啦！ # 隔离第一天。 ”

香港百老汇、UA 等院线
都加强了防疫工作，实行隔行
售票、定期消毒、为所有客人
测量体温、向观影客人送口罩
等防疫措施，但人们的观影热
情仍不高。 据中新社香港报
道，香港影院入座率比往年下
跌约八成，影院生意惨淡。

三四月本来有多个电影

颁奖礼在香港举行，但疫情之
下， 主办方纷纷调整策略：香
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采取“闭
门颁奖”模式，不设观众和媒
体参与， 只进行网络直播；香
港导演协会年度大奖干脆不
办颁奖礼， 通过网络公布赛
果。

最重磅的香港电影金像

奖主办方此前曾表示，原计划
4 月 19 日举行的颁奖礼确定
延期，并会缩小规模、取消红
毯环节。 金像奖董事局董事田
启文最近表示，金像奖筹委会
曾考虑将颁奖礼推迟到 8 月，
但目前还没想到妥善的方案。
如果疫情进一步蔓延，金像奖
极有可能取消现场颁奖礼。

新剧外景拍摄受阻，Twins 打道回府居家隔离

香港明星如何居家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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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 新剧陆续开机，王浩信连续开工心力交瘁

香港影院生意惨淡，金像奖命运仍然难以确定

演艺工作大量减少，不少人手停口停只得转行

1199
《盲侠大律师》口碑不错

《盲侠大律师 2》外景拍摄

王浩信（左）、秦沛（中）有不少对手戏

阿 Sa 居家隔离

阿 Sa 给关智斌染发

《女法医 JD》主演回到香港

容祖儿

李施嬅

《冰糖炖雪梨》还将发行海外

“冰糖 CP”互相扶持

短道速滑

冰球竞技

花样滑冰

边澄（魏天浩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