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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陳曉東昨日到
長沙灣麗安邨派發口罩予長者及有小朋友的家
庭，今次合共派發9,000個口罩及600份抗疫
物資，東東表示會盡快派完便回家，不想聚眾
太久，而之前他一直不在香港，稍後又要飛橫
店開工，故趁在港也想做一點有意義的事。
東東透露之前一直不在香港，由於結婚多
年，也沒陪太太返台灣外家，所以今年新年一
家四口就在台灣度過，之後又去了日本旅行，
回港後又到過馬來西亞旅遊。他續稱4月底會
前往橫店拍劇，但現在世界各地都封城及收緊
入境限制措施，所以他下月初舉家會到北京，
先做居家隔離，他才到橫店開工。談及香港有
部分正接受隔離的人士仍私下外出，東東謂：
「要乖了，要聽話，帶着電子手帶仍走出來很
不應該，我4月都要在北京居家隔離。」偷走
的人是否應該受罰？他表示現有熱線舉報，而
且得靠大家自律，是每個人的責任。

東東指他都有向兩
個女兒講解世界正在發生
什麼事情，她們也明白，亦
有聽話飯前飯後及睡覺前勤洗
手，觸摸過金屬物品都一樣要洗
手。目前兩個女兒不用上學留在家
中，都是由太太照顧。有不少家長也因此
大感壓力，東東笑言自己沒這煩惱，平日他
都 有 「 家
教」，看到
適合的書本
都會買給女
兒學習，這
都是小事，
作為普通市
民，最重要
是做好自己
的本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
岑麗香（香香）昨日到金鐘出席
護膚品牌的新店開幕，在場有不
少途人圍觀。香香出場時沒戴口
罩，但她在台上作簡短產品介紹
後，準備接受傳媒訪問前，她先
用消毒紙巾抹手再把口罩戴上，
再用消毒紙巾為每間傳媒的咪高
峰逐一消毒。至於日前無綫娛樂
新聞台傳出有疑似染疫個案，雖
然結果是呈陰性，但為確保安

全，香香接受無綫娛樂新聞台訪
問時，也同樣做足消毒措施，更
與主播保持一定距離才接受訪
問。
香香是於疫情前接下活動，她
坦言也都擔心，加上家中有小朋
友，所以曾想過推掉，但大會也
做足準備及體諒她，讓她戴口罩
出席活動，而活動的時間也算
短，一到場即上台，自己跟大會
都有準備口罩，雙方都十分小
心。
另談到無綫日前傳出員工有疑

似感染新冠肺炎個案，檢驗結果
屬陰性，香香正要為去年接下的
新劇《BB大晒》拍廠景，她表
示開工時看到化妝間不時進行消
毒，有抹枱櫈、地板及用品，公
司也盡量想演員在更佳的環境下

演出。她指劇組暫未通知何時出
外景拍攝，不過現每日只開一
組，比從前減了一組，演員有更
充裕的休息時間，可以提高免疫
抵抗力。
香香兒子剛滿一歲，她透露每
日收工回家，無論多晚也好，先
會作全身消毒才入屋，她說：
「鞋一定放門外，門口有部蒸汽
機消毒衣服，全身消毒過後，我
才敢將個頭伸入BB房。」由於
疫情關係，香香指日前兒子一歲
生日，也只一家人吃飯慶祝，
不過都有為他開了一個
「cake smash」派對，
送他第一個生日蛋
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芬）
70歲日本老牌搞笑藝人志村健，昨

日確診感染新冠肺炎，成為日本首位
藝人確診。由於他年事已高，加上近年病

患纏身，目前病況嚴重，並需接上呼吸機。
另外，美國著名劇作家Terrence McNally日

前去世，享年81歲，代表作有《蜘蛛女之吻》等。
其發言人透露他從1990年代患上肺癌，並慢性阻塞性
肺病，因感染新冠肺炎，引起併發症在佛羅里達一所醫
院去世。

志村健
成首位日藝人染疫

陳曉東下月底橫店拍劇
舉家提早返北京隔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
黃智雯昨日「舞裝」打扮，以首位女

性代言人身份，為護髮健康品牌拍攝廣
告。身形弗爆的她特地為這次廣告提早
半年聘請教練操肌和練舞，務求在廣
告中跳舞時身形更顯健美，同時
也為四月底開拍時裝劇做準
備。

她透露：「新劇將會
與影后級紅姐（惠英
紅）和姜皓文等
專業演員合
作，很期
待這個
演

員組合，亦格外緊張，所以近幾個月都操弗
狀態做準備，除了請教練健身，每日都食雞
蛋和雞胸配合。」
問她有否脫髮煩惱？她表示：「每個人都
會有，加上性格怕悶，喜歡轉變不同髮型，
拍劇又經常要染髮和電髮，所以每晚洗完頭
吹頭都甩不少頭髮，因此半年前就開始食這
款營養補充品，（男友可有脫髮煩惱？）現
時沒事，未出現M字額，如果去到一個年紀
出現問題時，便叫對方一齊食該保健品。」
黃智雯現時正處於休息狀態，趁這段時間
便留在家做運動，笑言：「成個人健康
咗。」說到好友李施嬅剛從加拿大返港，正
接受14日家居隔離，問到如何為對方解
悶？她稱：「之前好想念她，叫她快些回
港，現在等她隔離完可以一起做運動，其實
我們『胡說八道』有個電話群組，每日都保
持聯絡，互相問候，每當悶時便會叫杏兒
傳兩個囝囝的短片和照片來看，他們
真的很可愛，每次看完都好舒服。
自新年後我們『胡說八道』一
班姐妹便沒有見面，希望疫
情早日過去，我們再約
見相聚。」

香港
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
穎）何雁詩離開

星夢回復做獨立歌
手後，早前已推出處女

作品《致有夢想的人》，
新歌在網上平台佔過榜首位

置，她開心說能夠得到歌迷支持
已是超出預算，其實轉回獨立歌手

都有一定壓力，甚至緊張到失眠，但在
過程中得益不淺，創作上有更大自由度，
學到很多，所以辛苦都值得，而不好的地方
可能是少了宣傳費。
說到跟未婚夫鄭俊弘在年底的婚禮，她笑
咪咪說：「打算親自創作一首情歌送給
他，初時都覺得老土，之後覺得可以
記錄一下今年開心的事，（疫情
有影響你們婚禮？）暫時沒變
動，婚禮距今仍有一段時
間，我做好兩手準備，
另一手準備是未有準
備，即是什麼都
未想，再觀察
一 下
先。」

何
雁
詩
轉
獨
立
歌
手
緊
張
失
眠

黃智雯看杏兒囝囝短片解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汪明荃
（阿姐）、陳展鵬、林夏薇及吳若希
等，昨日到將軍澳電視城錄影節目《娛
樂大家10點半》，阿姐被問到老公羅家
英昨日由馬來西亞吉隆坡回港後，需作
家居隔離一事，她表示已為對方做好準
備，預備了客房給他住14日，以及有專
用廁所，入面有齊消毒用品及日用品。
阿姐又說：「我哋隔層隔離，佢二樓，
我三樓，一定會遵守隔離規定，同埋唔
會一齊食飯，工人會送嘢食去佢間
房。」
她又指家英之前已在吉隆坡隔離了多

日，問到可怕他會覺得悶？阿姐倒不擔
心：「唔會，都習慣咗，佢會自己睇
書、上網、玩Game，返香港安全啲，唯
有用視像電話溝通，（家英哥會唔會掛
住你偷偷出房？）唔會。」
陳展鵬和林夏薇表示受疫情影響，最
近都減少出街，展鵬笑言近日多了時間
留在家中跟一歲女兒修補關係：「因為
之前拍劇好忙，一拍就5、6個月，個女
都唔認得我，呢排好返啲，抱佢都唔會
喊。」問到「限酒令」對林夏薇的食店
可有影響？林夏薇指說：「山頂間舖賣
珍珠奶茶，以前就有（賣酒），都冇辦

法，都要遵守，希望疫情快啲過。」
吳若希（Jinny）與同公司的菊梓喬

（Hana）一直盛傳不和，近日Hana在
訪問中自爆經濟拮据，就連繳交5位數稅
款都成問題，問到Jinny可有留意？她坦
白說：「有睇到，關我咩事？點解要問
我？（會唔會借錢畀佢？）老闆會借錢
畀佢㗎啦！輪唔到我。（公司抽佣好
多？）我點知呀！我同佢合約形式唔
同，唔關我事。」 她又承認藝人是表面
風光，又呻自己都好窮，受疫情影響，
近日收入都減少了。
另外，昨日有傳無綫（TVB）有員工

確診新冠肺炎，企業傳訊部回覆傳媒查
詢時，表示無綫電視娛樂新聞台一名女
職員昨日感到不適，自行前往醫院求
診，新型冠狀病毒檢驗結果為陰
性。為安全起見，同組20名同
事今日會進行檢測，辦公室
已全面消毒清潔。

阿Sa、阿嬌、Kenny、陳家樂和Jeana早前赴馬來西
亞拍攝網劇《女法醫JD》，但遇上新冠肺炎全球

大流行，大馬政府宣佈全面限制國民活動，劇組最終都
決定停拍。一眾演員滯留大馬多天後，前晚終於返港，
他們全程都戴上口罩、面罩、手套及穿上保護衣，全副
武裝防疫！他們返港後，手上均已戴上電子手帶，並進
行14日的家居檢疫措施。
Kenny在社交網頁大談今次返港的感受，他表示：
「可能由於裝備太充足的關係，旅程中也被人投下一些
奇怪的目光，甚至經過我們旁邊扮咳嗽再避開，也有不
停舉機拍攝當成獵奇攝影。但我一點都不覺得尷尬和羞
恥，如果可以保護到自己，保護到身邊的人，減輕前線

人員的辛苦，即使要穿着得像怪人般誇張，我也在所不
辭。不介意當動物大觀園，只求那幾位拍照的龍友，請
你們至少都戴口罩。」

家居隔離期可以很精彩
另外，Kenny又透露上機前減少進食，基本上四個小

時旅程都沒有離開過座位；至於所穿上的舊衣服，在進
入家門口之前就可以丟掉；回家再全身消毒和做快速測
試，終於可以安心睡。他又形容遊牧生活過得久了，可
以躺在家中的床上是幸福的。
正進行家居隔離的Kenny與阿Sa都買了一部跑步

機，準備於隔離期間做gym強身健體，他稱：「有信心

我會安排得很精彩！」至於阿Sa亦在社交網頁貼出一
張白色畫布圖，表示：「I am ready.！」未有說明打算
畫什麼，但一班圈中好友及網民就紛紛畀意見，好姊妹
容祖兒更提議：「Draw me（畫我）。」
Jeana亦在社交網頁展示了自己的「手帶」，並寫

道：「今次這個經歷真是史無前例，非常難忘，也更珍
惜我們所擁有，希望大家身體健康強壯。」

王梓軒在美廁紙慳住用
至於美國疫情日漸嚴峻，王梓軒在個多月前飛到洛

杉磯創作劇本及進修演藝課程，因疫情關係，課程早
已改在家中用電腦軟件上堂，梓軒說：「我現在出去
都會戴口罩同手套，每星期出去一次超市買定啲食
物，其餘時間都留喺屋企，超市好多新鮮嘅嘢同罐頭
都冇晒，得返啲急凍嘢食，所有廁紙、廚房紙都冇
晒。」梓軒2月初抵埗後，已經四出撲口罩及消毒
液，卻失望而回，廁紙都要慳住用。禁足令下，梓軒
安在家中亦定時做運動，甚至教香港粉絲做運動
健身，並自製健康餐單，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增強抵抗力。

全 副 防 疫 裝 抵 港 不 怕 被 當 怪 物

關智斌勸「龍友」戴罩
護 己 護 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由於網劇《女法醫JD》停

拍，蔡卓妍（阿Sa）、鍾欣潼（阿嬌）、關智斌

（Kenny）、陳家樂和何珮瑜（Jeana）前晚從馬來

西亞返港。由於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飛機屬密

閉高危空間，他們都全副防疫裝備上機，關

智斌直言返港過程曾遇到歧視目光，但

他強調一點都不覺得尷尬和羞恥，

如果可以保護到自己，保護到身

邊的人，減輕前線人員的辛

苦，即使要穿着得像怪

人般誇張，也在所

不計。

阿姐安排羅家英家居隔離 夫妻同屋不同層

疫境下出騷超擔心 香香謹慎消毒狂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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