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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遊戲權力遊戲》》女星女星IndiraIndira確診確診
「「龍母龍母」」艾美莉恐被感染艾美莉恐被感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芬）新冠肺炎在歐美大爆發，演藝界人士相繼染病。繼HBO神劇

《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41歲挪威男星Kristofer Hivju日前宣佈確診後，《權力

遊戲 》另一女星Indira Varma亦宣佈「中招」。更令人擔心的是，Indira近日在倫敦跟

《權力遊戲》女主角「龍母」艾美莉克拉克（Emilia Clarke）合作演出舞台劇《The

Seagull》，現時大家都擔心艾美莉會否被感染。
Indira Varma (演員)確診

艾德里斯艾巴 (演員)確診

Kristofer Hivju (演員)確診

Rachel Matthews (演員)確診

奧嘉古莉寧高（演員）確診

Matthew Dean（演員）確診

湯漢斯（演員）康復

麗達韋遜（歌手）康復

Heidi Klum（名模）懷疑

金宇彬（演員）誤傳

藝人感染新冠肺炎名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無懼疫情，
電影《墮落花》已定於4月9日公映，當
年憑經典名作《邊緣人》獲封金馬影帝的
艾迪（Eddie），今次在《墮落花》飾演
火叔，忠奸莫辨，氣場異常強勁。
身在美國定居的Eddie接受訪問，輕
鬆道來：「近幾年回流拍戲，火叔完全
不似我，當細意研究和『嗒』真每句對
白的意義，了解到火叔表裡不一，是一
頭披着羊皮的狼，他貌似不修邊幅，但
暗地裡有姿整一面，我便向美指提議，
不如在手指尾塗上黑色指甲油，不經意
有個穿崩位，讓觀眾一窺他矛盾的內心

世界。」Eddie不愧是影帝，名副其實
連手指尾都識演戲！Eddie 與《墮落
花》團隊合作亦相當愉快：「我在現場
經常與Irene(溫碧霞)、陳煒等講笑話，
嘻嘻哈哈，她們都被我逗得很開心。」

賣醫療用品口罩斷市
新冠肺炎全球蔓延，歐美近日更成重

災區，Eddie可會覺得美國當地氣氛變得
緊張？他說：「我住在三藩市灣區，地
方比較空曠，每幢獨立屋之間有一定距
離，出入我會駕車，跟其他人沒有太多
接觸，暫時不會太緊張，不過都見有人

戴口罩出入；據電視新聞說，湯漢斯夫
婦在澳洲拍戲，懷疑身邊被感染的人都
沒有病徵，不知不覺地中了招，可謂防
不勝防，唯有自己加強防護吧。」疫情
令不少行業陷入停擺，Eddie卻反而忙得
不可開交，「我的公司一向有做醫療用
品生意，向牙醫、護士供應口罩、手
套，近兩、三月口罩需求量急增，公司
還有貨源可以應付，但最近已賣到斷
市，也不知道中國內地幾時有新貨入
口。」他祝願香港觀眾身體健康，有機
會也多回港接戲：「如果遇到好的劇
本、角色，我當然樂意回來！」

金馬影帝艾迪手指尾演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達里）楊明、黄子
恆、孫慧雪和吳家樂昨日到深水埗參與《疫
境同行》派發防疫物資活動。對於新冠肺炎
疫情持續，楊明表示家中只剩最後一盒口
罩，當初想不到疫情會持續，也不想囤積太
多，現在又要開始搜購，幸燉湯店的口罩仍
足夠給員工使用一、兩個月。
現開設四間燉湯店的楊明，坦言受疫情影

響生意大跌，雖然日頭生意額仍可維持，但
晚上已沒人出街用膳，最差的狀況是灣仔店
試過全晚沒有一位客人。楊明說：「幸好現
時仍撐得住，沒有炒人，但就刪減了兼職外
賣員，盡量保住長工。我和各業主也有聯
絡，雖然疫情前已減過租，現在再看看有沒
有減租空間。」楊明又稱知道政府推出防疫
抗疫基金後，已第一時間填表申請，但未知
批核情況和何時收到款項，只希望疫情盡快
過去，不知道店舖可以捱多久，盡力而為。
楊明早前與女友莊思明參加莊思敏婚禮，

女友更接到花球，楊明笑道：「我懷疑花球
是被綁了魚絲，無論拋到哪裡她都接到。」
楊明稱暫時沒有結婚壓力，因為長輩都沒有
催婚，但身邊朋友比他倆更着緊，短訊都不
是恭賀莊思敏結婚，反而問他何時拉埋天

窗。至於由他主演曾被抽起的劇集《機場特
警》將會播出，楊明不覺劇集是倉底貨，相
信公司想找一個合適的時間播出，而且每部
劇都要花半年以上時間做後期，前年年底拍
完，現在推出也很正常。
在《機場特警》中飾演夫妻的黃子恆和孫慧
雪，透露劇中有親密床上戲，阿雪笑稱連監製
也不讓她先看，她也不知拍出來的效果如何，
記得當時只用被子遮蓋身體重要部位。防疫方
面，阿雪稱老公比她更緊張，見她出門會要求
她戴護目鏡、空氣清新機等，她說：「其實他
是關心小朋友，怕我受感染帶回家，試過老公
見我咳了一聲，已立即叫我出廳睡。」

生意大跌求再減租
楊明搶先申請抗疫基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達里）「疫境」
之下，霍啟剛大讚愛妻郭晶晶好幫手，既
負責家中的防疫工作，亦照顧好停課的孩
子。
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霍啟剛昨日出席由
香港體育學院主席林大輝主持的新節目
《大輝主場》記者會期間作出上述表示。
霍啟剛稱與主持林大輝相識多年，知道對
方說話向來直接，所以他也不介意談及家
庭。提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學校停課，啟剛
多謝太太郭晶晶悉心為小朋友安排作息和運
動時間，不用他煩惱，他說：「小朋友都想
返學，因為會掛住同學仔。」至於太太在抗
疫期間不時隨慈善機構去派發防疫物資，啟
剛說：「對，很多時她都有一手資訊，家中
抗疫物資也由她負責，知道現在最缺乏小朋
友口罩，反而大人尺碼的還可以搜購到。」
昨日從精華
片段中，看見啟
剛大談當年與
「跳水皇后」郭
晶晶拍拖，並一
直擔心對方未能
在 08年奧運衛
冕，他笑言看到
面都青，如果晶
晶最後贏不到，
大家一定會入他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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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46歲英國女星英Indira Varma在社交媒體上
透露自己因「它」臥病在床，還要大家保持安

全、善待彼此，其後更明言自己已經確診。她之前曾
發文慨嘆在新冠肺炎病毒肆虐下，她參與的舞台劇和
全球許多表演一樣，都只能先延期。
Indira原本與在《權力遊戲》飾演「龍母」的艾美
莉共同參與倫敦舞台劇《The Seagull》（暫譯：海
鷗）。該舞台劇雖已宣佈暫停公演，但艾美莉仍有一
定的中招風險。
Indira近日更上傳與劇組人員的合照，證實舞台劇

已先行熄燈，並發文：「我們希望能盡快回到舞台，
我們回歸時，希望大家和政府都能支持我們。」

金宇彬助白血病童抗疫
另外，據韓國媒體報道，韓國藝人金宇彬近日向韓
國白血病兒童基金捐款，用於防止新冠肺炎的擴散。
據其所屬社方面的消息表示，金宇彬在得知因抗癌治
療免疫力下降的小兒癌症兒童因新冠肺炎疫情買不到
口罩而面臨困境的消息後，決定將擔任MBC創社特
輯紀錄片旁白的全部片酬，捐贈給韓國白血病兒童基
金會。該捐款將用於購買口罩和向韓國的小兒癌症患
者家屬提供緊急援助，金宇彬的暖心行為，也獲得了
網友們的讚賞。據悉，這並不是金宇彬第一次為疫情
捐款，之前他還曾捐款1億韓圜(約61萬港元)，用於防
止新冠肺炎的傳播和擴散。
金宇彬前日傳出確診新冠肺炎的消息，隨後金宇彬
所屬社官方社交賬號已澄清：金宇彬沒有感染病毒，
染病的報道是誤報，他目前身體健康狀況良好，正在
努力認真地生活。

文知允急性敗血症去世
此外，曾在韓劇《奶酪陷阱》中飾演金尚哲一角爆紅

的韓國藝人文知允日前因喉嚨痛入院，其後因急性敗血
症去世，英年早逝，年僅36歲，令人倍感唏噓。
據悉，文知允此前在家裡感覺喉嚨痛持續兩天後，

於本月16日入院，醫生發現已經
出現嚴重化膿症狀，病情嚴重，
並緊急移至深切治療部，但因
急性敗血症而去世。文知允
的靈堂設在仁濟大學上溪白
醫院殯儀館，今日出殯，
文知允的家人表示：「因
為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十
分擔憂弔唁者的安全，
希望大家為故人哀悼，
不必前來送花圈。」
文知允通過電視劇

《浪漫》出道，曾演出
過《賢貞我愛你》、
《一枝梅》、《豪傑春
香》、《奶酪陷阱》、
《善德女王》、《黃金
庭院》等作品，給觀眾
留下了深刻的印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李施嬅（Sele-
na）早前到加拿大為擔正的新劇《血與水》
（Blood & Water）進行拍攝，因受到疫情影響，
劇組被迫暫停開工，施樺原本計劃返港休息，奈
何「撲」不到機票要滯留當地，日前她在社交平
台透露要到月底才有機位。
Selena前晚再在社交平台更新在加拿大情況，戴

着口罩的施樺自拍一條在加國街頭的短片影買外
賣情況。片中所見街上的人都沒有戴口罩，但就
拿着剛購買的物資。施嬅正出外到餐廳買外賣，
她表示：「家加拿大所有餐廳都關門，只可以
叫外賣取走，情況比香港嚴重。」

周慧敏美國演唱會延期
她在拍下餐廳關閘不給客人內進的情況，繼而在

另一旁坐下來等外賣：「剛來加拿大時，我便在此
處獨自吃東西，那時香港情況較嚴重，自己都隔離
少少比較安心，沒料現在到加拿大疫情嚴重，也需
自我隔離，而我返到香港又要隔離14天，所以這兩
個月都不停自我隔離，但全世界疫情嚴峻下也沒法
子，都希望大家能合作隔離，自我檢點，注意衛
生、戴口罩和洗手，希望疫情快些過去，可以過回
正常生活，我家搵緊機票返港，始終香港係我屋
企，返到香港隔離都開心一些。」
另外，周慧敏也受疫情影響，原定4月18日在美

國舉行的「一萬天荒愛未老—周慧敏30周年演唱
會」宣佈延期，昨日她在社交平台轉載主辦單位有
關演唱會延期的通告，待疫情過去，會再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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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迪手指尾塗上黑色指
甲油有寓意。

■ 楊明（左二）表示不急於結婚，但就希
望疫情盡快過去。

▲李施嬅拍
到街上行人
沒戴口罩。

◀李施嬅表
示餐廳已沒
有堂食。

■霍啟剛（左）與林
大輝相識多年。

■■韓國演員文知允因急性敗血症韓國演員文知允因急性敗血症
不幸去世不幸去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龍母龍母」」艾美艾美
莉 恐 被 感 染 病莉 恐 被 感 染 病
毒毒。。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權力遊戲權力遊戲》》女星女星InIn--
dira Varmadira Varma承認確診承認確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倫 敦 合 演 舞 台 劇 疫 情 下 被 煞 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