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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昨天 7
月 1 日是香港回歸祖國 23 周年紀念日，以
及香港國安法實施的大日子，正好是慶回
歸的最佳禮物，演藝群星真誠地送上祝
賀，並大力支持立法，喜見社會重現法治
精神，期待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再

鄺美雲堅信香港重新出發 未來必贏

徐小明山頂唱國歌

特別興奮

次邁向穩定繁榮，大家齊齊祝福祖國，繁
榮昌盛，國泰民安！

不少藝人昨日在網上留言及轉發早上於香灣仔金
紫荊廣場舉行的香回歸 23 周年的升旗儀式，

以及重溫五星紅旗在香升旗的視頻畫面，懷着愛國
情懷同慶賀回歸時刻。
區全國人大代表鄺美雲分別出席不同的慶回歸活
動，先在中環出席慶祝香回歸祖國 23 周年系列活動
啟動禮，同場還有鍾鎮濤（阿 B）、徐小明等人，接
着鄺美雲現身特區慶祝回歸酒會。她在網上分享有關
相片，並留言：「喜迎七一，今早參加慶祝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特別行政區成立 23 週（周）年升旗儀式暨
慶祝酒會。 今日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刊憲後首個整
日，相信在國安法的守護下，香這個家一定能重新
出發，贏得未來。」

甄子丹：明天更強大更美好

■鄺美雲與「一哥」鄧炳強在香港慶回歸活動上
碰頭。

鍾鎮濤舉牌賀國安立法
隨着國安立法，今年的「7．1」特別有意義，導演
徐小明昨日清晨 5 點多已起床，在兒子徐沅澔陪同
下，早上 6 點 45 分已在太平山頂參加高唱國歌慶回歸
活動。他接受訪問時心情格外興奮地說：「唱國歌的
次數已數不清，但今天 2020 年 7 月 1 日早上在太平山
頂上唱國歌，有難以言喻的喜悅，香回歸祖國 23
年，今年 6 月通過國歌法，昨天又通過香維護國家
安全法，效果立竿見影，走狗，漢奸，賣國賊，逃的
逃，跑的跑，割席的割席，今天唱起國歌心情特別興
奮！ 」
徐小明在山頂唱完國歌就趕赴中環海濱參加香回
歸祖國 23 周年系列活動啟動禮。同場的鍾鎮濤還笑容
燦爛地舉起「慶香回歸、賀國安立法」的牌子來表
達喜悅心情，他全力支持立法，讓香黑暗過後，光
明重現，同路再出發！

■阿Ｂ舉起「慶香港回歸、賀國安立法」的牌
子，表達喜悅心情。

曾華倩 ：「＃國安法＃祝賀在『一國兩制』下的香
，再次邁向穩定繁榮，共同努力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
香人……加油」、「中國&香，有國才有家！祝願中
國香，國泰民安，穩定繁榮共建和諧和平的社會！」
剛榮升人母的周勵淇：「祝祖國繁榮昌盛，祝香的
明天會更好！」
戴蘊慧（真真）：「2020 年的七一回歸，對香尤其
充滿著（着）意義，佳日普天同慶，祝天下太平，禮炮
聲聲上雲霄，豐衣足食樂逍遙！」
呂頌賢：「熱烈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99 週（周）年，
香國回歸祖國 23 年，香國安法實施，可惜在隔離
中，不然今天就可以喝個不醉無歸。」
向海嵐：「熱烈慶祝＃香回歸祖國 23 週（周）年＃

禮物。吳卓羲因翌日要開工，約晚上 11 時左
右先行離開。當晚生日宴各人帶醉盡興而
散，樂易玲拖着胡定欣離開，喝得醉醺醺的
王浩信，更要樂小姐的兩名兒子攙扶，曾是
何猷亨舊愛的陳瀅，更拖住舊愛的現任緋聞
女友馮盈盈一同上車離開。

■樂易玲
61 歲 生
日，舉行
連串慶祝
活動。
網上圖片

祝福香，祝福中國，明天會更好！」
張兆輝：「天朗氣清迎 7．1 回歸，願國家國泰民安，
祝福中國香一切安好！」

陳秀珠：7．1 回歸個天畀 Like
吳啟華：「熱烈慶祝香回歸23週（周）年！ 熱烈祝
賀香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今天實施！ 熱烈祝賀
我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99歲生日！」
陳秀珠就趣味性放上一張貌以手指公的雲霞照片說：
「7.1回歸，連個天都比（畀）Like」！
八両金放上與兒子站在天安門舉起拇指的合照，留
言：「今天 2020 年 7 月 1 日三大喜事！ 祝我們的中國共
產黨 99 週（周）年萬歲！ 祝香回歸祖國 23 週（周）
年繁榮穩定！ 祝香的國安法實施！ 有國才有家！ 國
家安全人民幸福！」

吳千語胡杏兒
同框破不和傳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吳千語近日為
ViuTV 拍攝劇集《熟女強
人》，劇中飾演雙性傾向
的甜品師，跟傅穎更有咀
戲，而同劇的演員還有胡
杏兒及吳家麗等好戲之
人，有指女人多自然是非
多，近日就有傳吳千語向
工作人員投訴，不滿演性
治療師的胡杏兒的服裝比
自己的更名貴更靚，要求
劇組幫忙，令劇組大為頭
■吳千語（左）與胡杏
痛，盛傳有服裝部同事覺
兒相見歡。
得受委屈而辭職。
為此吳千語昨日在社交網上載與胡杏兒的合照為
傳聞作出澄清，並留言：「別挑撥離間了，鵝
（我）們好得很。」

■秀珠姐上載了
一張非常有趣的
圖片。

張加慧望未來男友精通廚藝

樂易玲 61 歲生日
祝願香港愈來愈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無綫助理
總經理（藝員管理及發展）兼邵氏電影執行
董事及總經理樂易玲，昨日 61 歲生日，生日
前夕便相約一班藝員及好友於尖沙咀一間日
式料理店食飯慶祝，出席的有苗僑偉、黃宗
澤、吳卓羲、馬德鐘、張兆輝、王浩信、方
力申、胡定欣、李施嬅、姚子羚、伍詠薇、
麥玲玲、馮盈盈、陳瀅、蔡潔、林盛斌及導
演葉念琛等，場面星光熠熠似台慶。
約晚上 8 時，樂小姐在兩名兒子陪伴下到
場，談到生日願望，壽星女表示是身體健
康，香愈來愈好。
最近合作拍劇的苗僑偉和黃宗澤，前晚結
伴到場，問到他們可有準備生日禮物？兩人
搞笑說會互送對方給樂小姐。而近年有不少
演出機會的陳瀅，透露買了生日蛋糕與酒作

▼任達華與惠英
紅齊齊祝福香
港，祝福祖國！

■ 甄子丹表示昨天
是香港回歸祖國 23
周年，
周年
，難忘
難忘2017
2017年
年
香港回歸 20 周年
周年，
，
有幸參加了晚會活
動。

曾華倩：有國才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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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最強」甄子丹在 2017 年香回歸 20 周
年有份為晚會慶祝活動表演，跟朗郎彈奏《黃
河》一曲，昨日他在社交平台放上視頻，內容是
他積極為表演練習彈琴和當晚演出片段，還有跟
國家主席習近平握手，與其他表演藝人的合照，
重溫當時難忘時刻，他寫上：「今天香回歸祖
國 23 年，難忘 2017 香回歸 20 年，我有幸參加
了晚會活動，並與鋼琴大師郎郎同台為主禮嘉賓
國家主席與夫人和幾佰（百）位嘉賓演繹了《黃
河》！ 讓我們明天更團結，更強大，更美好！」
影帝、影后級的任達華和惠英紅（紅姐）都
有留言送祝福，紅姐：「五星紅旗迎風飄揚！祝
福香，祝福祖國，繁榮昌盛，國泰民安！」
華哥：「守護香、祝福中國！」

視后佘詩曼：「香回歸 23 週（周）年＃贏
過贊（讚）羨，熬過鍛鍊（煉），守護香，祝
福祖國，明天會更好！」
翁虹：「國家！國家！國在前家在後，沒有
國何以為家？今年的 7.1 號與過往的 23 年回歸祖
國的慶祝活動有著（着）非同凡響的歷史意
義 ！值得紀念的 7 月，祝賀中國共產黨 99 歲生
日，支持並祝賀香特別行政區國安法實施，保
護香還給我們一個文明，多元化的東方之珠。
動感之都而不是動亂之都！香重新出發。」
歐陽震華對香國安法實施實在是可喜
可賀！
梁競徽：「國家繼續前進，安全帶領
香。法治社會重現，祝願香和
平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芬）藝人張加慧（Karie）
日前參加遊艇出海活動，惟活動並非單純出海消遣，
令她感受特別：「今次我與朋友出海，並非只單單出
海消遣，而是一場商務交流活動，讓我感覺很特
別。」
提到出海「遊船河」，Karie 表示這是她最喜歡的
活動之一：「我一向都喜歡遊船河，希望有機會認識
心儀類型的男士，而且我也喜歡比較陽光及喜歡戶外
活動的男士，因這類型的男士讓人感覺很開朗呢！」
談及擇偶條件時，Karie 表示除了予人陽光感覺是
必須外，另一要素是要精通廚藝：「近日我忙於與朋
友一同於社交媒體上做些直播節目，主要介紹一些與
飲食及烹飪有關的產品及資訊。而我亦會與型男大廚
一同下廚炮製美食。
■張加慧
我覺得無論男女都應
參加「遊
該懂得烹飪，因我喜
船河」商
歡吃，所以希望未來
務交流活
的男朋友也是精通廚
動。
藝的，這樣便可以為
我煮我喜歡的菜式，
十分浪漫，而且會入
廚的男士也是很有魅
力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