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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時助警破案獲頒模範市民獎

黎瑞恩：

望更多好市民挺身而出

●黎瑞恩認為撲滅
罪行是每
位市民應盡的責任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警方前晚頒發「好市民獎」，表揚多名市民見義勇為、守望相助的
精神，黎瑞恩（小恩子）也有出席，並與警察樂隊獻唱《捍衛香港》，感謝好市民們挺身而出，
以及警方克盡己任維持治安。其實小恩子從小已充滿正義感，早於她 12 歲時也曾獲頒「模範市民
獎」，當年她向警方舉報一宗縱火案，警方由她提供的資料找到 3 名涉嫌縱火的少年，她
亦表明絕對不會認同「違法達義」的行為！
2020」
前晚警方舉行了「好市民獎
頒獎典禮，小恩子也有出席，她

與警隊唱家班以及警察樂隊演唱一曲
《捍衛香港》，小恩子更寄語：「希望
有更多盡責好市民，感謝新一屆嘅好市
民挺身而出，更多謝每一位警務人員辛
勞維持治安，祝福香港和平！」

好榮幸登上《警聲》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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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瑞恩登上警隊刊物《警聲》的封
面，專訪中，小恩子表示自己年少時已
與警隊相當有緣，從小的志願並非成為
歌手，而是當警察。而在 1984 年她 11
歲那年，曾向警方舉報一宗縱火案，警
方並由她提供的資料找到 3 名涉嫌縱火
的少年，研究案情後給予他們改過自新
的機會，翌年她以 12 歲之齡獲頒「模
範市民獎」。在訪問中亦談及，修例風
波期間，黎瑞恩多次公開支持警方執
法。她說：「我不認同『違法達義』之
說，但我明白有些人在受到誤導，情緒
激動時，難以理性分析，而隨着社會秩
序大致回復正常，是時候撥亂反正。」

▲曹永廉飾演吊機車司機。
▶曹永廉重演一段成功捉拿偷
車賊的真人真事短片。

小恩子亦有於社交平台分
享在《警聲》的訪問並留
言：「從來冇諗過有機會登
上《警聲》封面，估唔到
2021 年啱啱開始就收到呢份
新年大禮，我覺得好榮幸呀！
原來我呢個好市民獎已經係 30
幾年前嘅事，除咗我做得到，
其實每一位市民都做得到，撲
滅罪行係每位市民應盡責任，
從來冇諗過撲滅罪行都可以攞獎
獲得嘉許。」

曹永廉重演捉拿偷車賊案
至於在《好市民獎 2020 專輯》
中，曹永廉獲邀與其中一位好市
民獎得獎者重演一段成功捉拿偷
車賊的真人真事短片，阿廉於劇中
演一名貌似曹永廉的吊機車司機，
故被稱「大明星」，他因人有三
急，解決後從廁所出來發現車被偷
走，幸得好市民獎得獎者協助下把
失車尋回。

加國拍攝或再因疫情延期
李施嬅以美食安撫心情

傳港版《大叔的愛》將開拍
黃德斌稱獲接洽但未落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黃德斌、
吳 綺 莉 、 林 德 信 、 姜 濤 、 楊 樂 文 （Lokman）等昨日出席 ViuTV 原創劇《太平紋
身店》記者會，有份演出但正身在外地的
周秀娜，亦有拍片幫手宣傳。
對於劇集收視，黃德斌直言有信心，加
上劇集因疫情關係，斷斷續續花了半年時
間拍攝，題材富漫畫感又奇幻，團隊又有
新鮮感，希望觀眾會喜歡。劇中他與姜濤
飾演兩父子，他因兒子退隱江湖，而姜濤
卻因他而踏入江湖。二人首次合作，德斌
指大家合作得好開心，並大讚姜濤靚仔又
好乖。
談到有傳 ViuTV 今年開拍港版《大叔的
愛》，吉田鋼太郎的部長角色屬意由黃德
斌 演 出 ， 他 並 會 跟 MIRROR 的 呂 爵 安
（Edan） 與 盧 瀚 霆 （Anson Lo） 有 Hehe
戀。對此德斌承認有接觸但未落實：「呢
一套係瘋狂式喜劇，以前從未拍過，如果
落實拍攝會喺過年前開拍， （劇中要咀男
仔，以前試過未？）咀BB仔算唔算？ （可
介意咀男仔？ ）到時再算啦。」

姜濤在劇中演德斌的兒子，他透露今次
是入行以來首次拍打戲，更要應付一個打
幾個的大場面，幸好沒有受傷。而演德斌
年輕版的 Lokman 亦同樣要打，加上場面混
亂又要兼顧演戲，令他覺得甚有難度，更
試過不慎以無情力打傷其他演員，自己也
有少許撞傷，笑言比跳唱更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李施嬅去年因受疫情影
響，未能在加拿大順利完成新一季《Blood and Water》拍
攝工作，相隔近十個月後，劇組宣布復工，施嬅遂放棄出席
上周日舉行的無綫台慶頒獎禮，飛返加拿大為劇集作準備，
現時施嬅已抵達當地並在酒店接受14日隔離。
施嬅把由香港機場上機到加拿大落機的過程片段分享到網
上頻道，當日她全副防疫裝備上陣，着上有帽衣，戴上護目
面罩和口罩，她指香港機場內的店舖都關了，從沒見過那麼
靜的環境，機艙很空人很少。
雖然施嬅覺得在香港反而不危險，因全部人要做好檢測才
可以上機，不過她在機艙裏也打醒 12 分精神，在飛機上 14
小時完全沒有進食，所以抵埗後便第一時間買咖啡和漢堡包
醫肚，之後又跟大家介紹入住的隔離酒店。
可是當地疫情正進入緊急狀態，要市民留在家裏，施嬅能
否如期開工尚是未知之
數，對此，她便以美食來
調節心情，昨日她在社交
平台放上外賣回來的豐富
日式料理，美食當前心情
變得愉悅，自嘲是「為食
妹」的她以英文留言說：
「現時這頓飯讓我感覺好
多了，無論情況如何，總
能找到令處境變得好的方
法 ， 對 我 來 說 便 是 美 ●李施嬅享用外賣回來的豐富日
食。」
式料理。

林德信（Alex）在劇中飾演廚
師，劇組特別安排了專業廚師訓
練他的廚藝。Alex 透露都有將拍
劇時學煮的「慢煮梅菜三文魚」
給外公和女友品嚐，連嘴刁的外
公都話味道很特別。

吳綺莉難接老父返港
吳綺莉早前透露踏入 2021 年竟收到 37 年
沒見過面的爸爸來電問候。吳綺莉指兩父
女相認經過迂迴曲折：「最初父親係透過
微博聯絡我同事，姑姐就轉發當年舊相畀
我，但啲相好舊我都認唔到，姑姐留言話
我爸爸一個人喺美國生活，叫我搵吓佢。
我哋三四十年冇見過面，佢都 70 幾歲，但
把聲仲好壯健好後生，之後我留咗聯絡電
話畀佢。」她直言父女間好生疏，不過她
也有叫爸爸不如返港，但他又稱安排好了
自己的事。問她會否或叫女兒飛去美國接
他回來？她說：「我有飛機恐懼症，如果
坐船到美國來回足足一年。」

▲黃德斌(中)與年輕藝人姜濤(左)及楊
樂文(右)合作。
▶吳綺莉早前接到了 37 年
沒見面的爸爸的電話。

許廷鏗自覺唱歌下廚一樣掂

●許廷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許廷鏗（Alfred）昨日到西貢與主持謝茜嘉拍攝香港開電
視新節目《旅遊達人滯遊香港》，謝茜嘉表示
因疫情下大家都不能出埠旅行，所以大膽邀請
Alfred 跟她去民宿「宅度假」Staycation，Alfred 就透露會在節目中大展廚藝，為主持炮製
西餐，更自誇自己是被唱歌事業耽誤了廚藝的
廚師。
Alfred 笑稱以他的專業度來排名，牙醫當然
是第一，唱歌和廚藝就旗鼓相當，他說：「唱

歌還有很多進步空間，但吃東西就沒有再進的
空間，因為要喼弗。」謝茜嘉就大讚 Alfred 是
絕佳的旅遊伴侶，之前試過與對方到大馬、新
加坡工作，Alfred 都會安排好三餐，笑道：
「說得好聽就是貼心，但其實是對食太有要
求，怕我會安排出錯。」至於有電視台擬翻拍
日劇《大叔的愛》，有網民提議起用 Alfred 和
劉丹，因他們外表與原著劇中角色一樣，Alfred 笑稱也有留意，如果是搞笑性質，有機會
也想跟丹爺合作。

高海寧跟家人過34歲牛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高海寧（高 Ling）於昨日踏入 34
歲生日，儘管失落視后獎項，但近年的她事業發展非常暢順，尤以
在內地人氣急升，她會珍惜當下一切，能夠簡單跟家人一起已經滿
足，單身的她在生日收到靚花，但就未有透露是否追求者所送。
高Ling跟音樂才子鄧智偉於2019年分手後，至今感情未有着落，
但單身的她不愁寂寞，最溫暖莫過於有家人在身邊，她在社交平台留 ●高海寧今年簡單地
言：「生活教會我要珍惜當下，生日選擇跟家人簡簡單單地過，一家 過生日。
人健健康康開開心心就好！」她還分享了兩張在生日蛋糕前的相片，蛋糕以后冠裝飾甚有
心思，亦收到鮮花，還有歌迷畫給她的畫像，陳凱琳留言指畫中人有點似劉佩玥呢。 一班
圈中人有馮盈盈、湯怡、李施嬅、陳敏之、黃翠如紛紛向壽星女送上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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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天出浴 阿 Sa 自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香港天氣持續寒冷，一日裏最不
願意的事情，大家都會想到是凍冰冰走去沖涼。蔡卓妍（阿
Sa）也不例外，她於社交平台分享了她剛「出浴」的素顏照
片，她留言道：「呢幾日嘅呢個時候都會讚自己叻叻！好嘢，
我沖完涼喇，沖涼是需要勇氣的，你哋今日沖咗未？未沖嘅加
油！」而好友容祖兒留言：「開個暖爐勇氣大增！」阿 Sa 表示
●阿 Sa
Sa晒出浴素顏照
晒出浴素顏照。
。 早已開了暖爐才有這股勇氣。

江嘉敏為拍節目失儀平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江嘉敏有份做
嘉賓的新節目《野外步出》日前首播，她隨主
持方紹聰到野外玩飛索，江嘉敏在鏡頭前盡顯
真性情，爆粗又喪叫毫無儀態。節目出街後，
江嘉敏為自己平反，笑稱導演和監製只剪接她
最醜的一面，但也為自己爆粗致歉，表示全是
驚慌的真實效果。
從節目所見，江嘉敏見教練示範飛索時已嚇
到腳震，輪到她出場時竟然想縮沙，在崖邊喊
足個半小時才肯試飛，喪叫「我唔得啦」、

「黐線」、「我唔敢」等，更忍不住問幕後可
不可以爆粗。江嘉敏事後在社交平台發文抒發
感受，坦言行山玩飛索過程辛苦，特別是教練
和幕後同事，要背住沉重器材上山，等她鼓起
勇氣才能拍攝。江嘉敏後悔在鏡頭前反白眼，
像鬼一樣嚎啕大哭，慶幸自己能把自己的粗口
消音，但只要觀眾看得開心，一切都很值得。
最後，江嘉敏笑稱在節目中因為太驚，所以常
胡言亂語，她絕不會放棄演員之路，希望各位
監製、導演等不要誤會。

●江嘉敏
稱行山玩
飛索過程
辛苦。
辛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