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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翠如哭紅眼
接受強制隔離 蕭正楠報平安

身處隔離中心的蕭
正楠前晚透過社

交平台拍下短片向大家
報平安，阿蕭精神尚

好，他先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首先要多謝我
的兄弟姊妹、朋友、同事
的關心，我現在的狀況好
好，大家不用擔心。」接着
他簡述需要檢測的經過：
「我目前在隔離中心隔離
中，事緣18日我拍攝我的飲
食節目，到23日晚上9時
許，就收到衞生署來電，
話我知當日有一位經理在
場，他已經確診了，所

以我就成為密切接觸者，根據政府法例我
需要隔離。我來了這裏，做過測試，初步
測試是呈陰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我在
這裏隔離完就會返出去，大家不用擔心
我。希望大家可以捱過這個疫情，這個疫
情真的好厲害，希望大家可以撐得住。」
說罷他即緊握着拳頭為自己打氣笑說：
「好啦，要去抹地！」
正在接受隔離14天的阿蕭表現輕鬆，

反之太太黃翠如顯得比較擔心，據知在老
公送往隔離中心時，憂心得哭到眼紅紅，
這令阿蕭亦為她擔心。及後，翠如亦在社
交平台上載了一張與阿蕭一起手拖着手的
剪影照片，並留言：「冇事、冇事」向老
公隔空打氣，而有14日見不到老公，翠
如要一個人生活，起居飲食變成要靠自

己。向來翠如也不精通廚藝，但迫於無奈
亦要走入廚房，前晚她煮了一碗雞翼米
粉，就在社交平台上載照片，並關注阿蕭
問：「雪櫃發現八隻雞翼，食咗三隻剩返
幾隻？」到昨早她又煮了早餐，不過是簡
單吃麵包塗果醬和一杯奶，她就向老公
說：「維他奶過咗期幾日，試吓睇吓仲飲
唔飲得！」看來翠如要些時間適應一下沒
老公在旁照顧的生活，而這10多天她也
要跟阿蕭這樣去溝通。

家燕姐：跳舞是良好運動
另外，鄧佩儀、麥秋成、薛家燕、譚嘉

儀及鄭俊弘等，前晚到電視城錄影節目
《流行經典50年》。家燕姐受訪前先用
噴霧消毒，做足防疫，談到「跳舞群組」

集體染疫，家燕姐表示有看過一些網上流
傳相關短片，覺得有些可能是舊片。她認
為跳舞是良好運動，像她和胡楓如此精靈
活潑，都是靠跳舞鍛煉腦筋，但疫情下跳
舞都要戴上口罩，保障自己及其他人。
家燕姐又謂已聘請清潔公司到其藝術中

心進行大消毒，同時為確保學生安全，中
心今個星期起亦會將面授課堂改為網上授
課，大家共同努力渡過難關。至於工作方
面，她表示因疫情反覆，聖誕節到內地及
外地登台的工作已取消，問到損失有多
少？家燕姐苦笑說：「唔敢計算損失，怕
影響心情，冇辦法，健康重要，我個女肯
定唔准我做，惟有希望農曆年再有機會搵
真銀。」家燕姐又稱這段時間會減少朋友
聚會，並呼籲大眾留家抗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梁靜儀）新冠肺炎第4波疫情爆發來勢洶洶，而藝人

蕭正楠於上周三曾在一間食肆拍攝無綫飲食節目，其後該食肆一名職員被確診新冠

肺炎，蕭正楠因此被列為緊密接觸者，並於11月24日安排接受強制檢疫。他於前晚

在社交平台報平安，指自己初步檢測屬陰性，正接受隔離，叫關心他的朋友和家

人大可放心。不過據知其太太黃翠如很擔心老公，在他送往接受隔離時曾驚到

哭了出來，而沒有老公在身邊的日子，翠如對一個人生活亦顯得有點失措，但

仍替老公隔空打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苡楠）兒歌天后
李紫昕（Purple姐姐）早前獲得「2020全球
華人傑出青年卓越人物大獎」，並憑藉音樂
劇《國王與我》的開幕歌曲《向前往》，得
到VIP音樂榜頒獎禮頒發「VIP演繹大獎銀
獎」，可說是收穫豐富的一年。李紫昕說：
「獎項鞭策我日後再做多一點、好一點，再
創造出更好的成績。」
從2002年入行至今，李紫昕從來沒有停下

步伐，尤其在兒童教育和舞台製作中她往往
都花不少心思和心力，為大人、細路帶來有
質量的作品。然而，面對疫情的陰霾，她不
但需要將《國王與我》重演的日期一改再
改，而且各種計劃也頃刻被剎停。她表示：
「過去每年都舉辦十幾場音樂劇，每次都很
拚命。今年遇上疫情，大部分演出叫停，或
許這正是給自己思考未來路向的時機。」於
是，李紫昕在另一個平台不斷探索，也開展
更多的創作、教育工作，例如在網上推出教
科書的歌曲，繼續用音樂、生動的方式幫助
小朋友學習，在疫情中停課不停學。

放下包袱不忘初心
此外，她還用Facebook Live來分享歌曲，
用音樂在網絡中為身處逆境中的人打氣，同
時也不忘學習。「使用網絡平台其實有很多

需要學習，就好像怎樣打燈能讓
自己更好看，都是自己琢磨出來
的技巧。」李紫昕笑言過程中有
很多蝦碌片段，但她一直認為
無論身處什麼環境、階段或者
年齡，都不應該給自己太多
的包袱，才可以給自己找到突
破口。「從來沒有遇過這
種情況，時代在變，我時
刻提醒自己要跳出框框
去 思 考 ， 並 多 作 嘗
試。」李紫昕坦言自己
的「wish list」還沒有一
一實現，但她相信任何時
候都不忘初心，並牢記舞

台帶給她的滿足感，就自然而
然有動力往目標走下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張寶兒
前日與袁偉豪結婚，因要開工及疫情關
係未能出埠度蜜月，忙完一整日，寶兒
未有放假休息，昨日便要開工。早上8點
幾她便在社交平台上載短片笑說：「早
晨喇，又返工喇，yeah！」說完又舉起V
字勝利手勢大騷手上的婚戒。袁偉豪就
分享了一張牆壁掛上囍字的相片，並搞
笑寫上「板主有喜是日休息」。
另外，寶兒前日完成婚禮後，即分享

多張她與袁偉豪的的中式婚照，寶兒在
裙褂外穿上粉紅色毛毛褸，並戴了太陽

眼鏡及大耳環，而袁偉豪以西褲、波鞋
配襯中式馬褂，二人擺出chok樣，玩味
十足。
此外，郭少芸近月忙於趕拍新劇《兒

科醫生》，轉眼間劇集已進入煞科階
段，郭少芸亦展開「集郵」行動，跟劇
中演員鍾嘉欣、馬國明、鄭嘉穎、周家
怡及張寶兒等合照留念，她又有感而發
指每一次拍劇，當大家熟絡起來，培養
出感情就開始倒數。
劇中郭少芸飾演麻醉科醫生，張寶兒

則是她的徒弟，她在網上分享二人合

照，並留言祝賀寶兒與袁
偉豪一對新人，白頭到
老，永結同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梁靜儀）電影《逃獄
兄弟》首映禮昨晚舉行，演員栢天男、黃祥興及陳漢
娜等出席，而譚耀文因身在內地工作未能趕及回港宣
傳，但他仍拍下自彈自唱《真的漢子》的片段在首映
禮上播放，為電影及拍檔打氣。昨晚來捧場嘉賓有莊
思明、黃百鳴與女兒、霍啓剛與太太郭晶晶，以及陳
庭欣（Toby）等。
陳庭欣有米男友楊振源（Benny）最近捲入謝可逸
與失婚醫美集團老闆方潔盈（Jathy）的桃色事件，
有傳Jathy跟二任老公懷孕時，曾經想屈Benny「食
死貓」，Toby出席首映時回應：「也不知講什麼
好，朋友也有傳報道給我看，其實我不認識對方
（Jathy）。如果真的發生，也是幾年前的事，男友
自己也不清楚，流出的聲帶和短訊，也不是百分百知

真假。」問到「食
死貓」事件是否真
確？她表示若果是
真就不太好，希望
對方處理好感情
事，且也不會評論
女方的私生活。男
友有否向你解畫？
陳庭欣說：「他都
沒有特別去解釋，
這事也把我拉了落
水，所以希望對方
處理好這件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許廷鏗與鄭欣宜昨日擔
任香港開電視《30分鐘大放餸》嘉賓，於節目上當大
廚比拚，許廷鏗煮西班牙海鮮飯及煎蛋餅，欣宜則烹
製意大利雞和三層蛋糕。許廷鏗近半年才開始入廚
房，最近都有下廚給家人品嚐，大獲家人好評讚他有
天分。
許廷鏗兄長早前結婚，作為弟弟除了封禮金外，於

婚禮上還獻唱了一首親自創作的歌曲送給哥哥，更拍
下MV播放，由於事前沒告知兄長，故令他十分感
動，而自己亦同樣被這份兄弟情觸動。在飲宴上，由
於很多長輩到賀，許廷鏗坦言都不停給親友催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凡文）
第63屆格林美獎的提名名單於美國時
間周二公布。美國樂壇天后Beyoncé

獲得了9項提名領跑群雄，當中包括
年度大碟和年度歌曲等大獎提名，亦
令她成為格林美史上獲最多提名的女
歌手，合共79個提名。
緊隨其後的是 Taylor Swift、Dua

Lipa和Roddy Ricch各獲6項提名。
Brittany Howard 入 圍 5 項， Justin
Bieber、 John Beasley、 Megan Thee
Stallion等均入圍4項。而美國女歌手
Miley Cyrus的歌手妹妹Noah Cyrus獲
今屆格林美音樂獎最佳新人提名，首
獲格林美提名的她得悉獲提名後更哭
成淚人，她公開答謝媽媽，指其母一
直是她最大的粉絲，年初更許願希望
她能獲格林美提名，最終夢想成真。
至於韓國男團BTS亦首度獲提名格林
美。令人感意外的是人氣歌手The
Weeknd「吃蛋」零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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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兄婚宴唱自創曲祝賀
許廷鏗成長輩催婚目標

Beyoncé
獲格林美9項提名破紀錄

毋忘隔空打氣毋忘隔空打氣

■李紫昕跟著名製作人丘亞葵合照。

■Beyoncé成為格林美史上獲最多提
名的女歌手。 網上圖片

■許廷鏗與鄭欣宜昨日於節目上比拚廚藝。
■李紫昕認為獎項肯定了她的
努力，也帶來更大的使命。

■霍啟剛與太太郭
晶晶現身首映禮。

■陳庭欣
希望男友
楊振源處
理好感情
事。

■郭少芸祝徒弟白頭到老，
永結同心。 網上圖片

■■寶兒分享多張與袁偉豪玩味十足寶兒分享多張與袁偉豪玩味十足
的中式結婚照的中式結婚照。。

■黃翠如發放圖片，替老公隔空打氣。

■■鄧佩儀以鄧佩儀以
一身性感打一身性感打
扮亮相家燕扮亮相家燕
姐的節目姐的節目。。

▲蕭正楠身處隔離中心
仍充滿正能量。

網上圖片

■蕭正楠入
住 隔 離 中
心，黃翠如
難免憂心。
網上圖片

■■張寶兒展張寶兒展
示婚戒示婚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