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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佩內地援港醫護無私奉獻之心

藝人發自內心感激國家挺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
穎）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香
港，中央政府應特區政府請求已
派出“方艙醫院支援隊”及“內
地核酸檢測支援隊”兩支優秀醫
護團隊赴港協助抗疫，而檢測支
援先遣隊已到港。儘管反對派故
意造謠抹黑內地醫護，挑撥離間
製造噪音，但絕大部分香港人都
衷心多謝內地醫護人員冒險來港
支援這份無私奉獻精神。相信他
們豐富的抗疫經驗可助香港控制
今波疫情。藝人楊明、文雪兒、
莊思明、曹永廉、溫碧霞、梁競
徽接受記者的電話訪問時都不約
而同地說衷心感謝國家挺香港！
感激內地醫療團隊無私奉獻的精
神，叫他們小心保護自己！
我們非
正在忙拍打劇的文雪兒在電話中說：“
常盼望他們的援助， 非常感激他們來香港幫

忙，他們的技術專業及熱心帶給所有香港人新希
望！他們好有經驗以及已經身經百戰，希望有他們
的幫忙使疫情盡快消失，疫情消失香港經濟就可盡
快復甦。我想對支援團隊說：‘香港人感謝你們的
努力，永不會忘記你們給予香港的支持！’”
梁競徽：“醫者父母心！真正的愛，沒有地區

■ 曹永廉（左）與梁競徽為內地援港醫
護打氣，祝福他們平安。

■“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7 名“先遣隊”隊員早前抵達香
港。
圖片：新華社

■ 楊明指內地醫療隊無私奉獻的精神令人感動。
之分！感謝你們的幫助！希望疫情盡快過去，所有
的醫護人員都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對控制疫情有很大幫助
莊思明：“內地醫護團隊來港協助抗疫當然是
好事，他們對這疫情的醫治很有經驗，之前內地爆
發嚴重，都能成功控制，打敗疫症，病者痊癒率很
高，所以有他們幫助，對控制香港疫情有很大幫
助，現時我們得到祖國支援，疫情應該好快受控，
不好再每日都有逾百宗確診個案，因這數字的確好
恐怖，尤其香港是個細小地方，現在大家避無可
避，所以大家應該盡量減少外出，減少聚會，避開
人多地方，希望大家乖乖聽話，捱過這段日子，便
可以重拾正常社交活動，都只是辛苦一陣子，希望
大家可以合作配合。”
楊明就想對內地醫療隊說：“香港歡迎你們，
謝謝你們到來支援，無私奉獻的精神令人感動，希
望你們在港工作期間順利，健康快樂！”
正在拍電影的曹永廉：“我想其實香港大部分
人都好多謝內地一班醫護人員，很支持他們到來幫
忙，知道他們來大家都會開心，多謝他們無私奉獻
的精神，其實香港最近有些人對內地同胞不很客
氣，他們仍然肯來港幫我們，真的好感恩，衷心感
激他們。同時希望給他們打氣，祝福他們平安。”

■ 文雪兒感激中央派醫
護人員來港協助抗疫。
護人員來港協助抗疫
。

溫碧霞抵滬隔離不忘讚好
溫碧霞（Irene）上月底慶祝生日後，馬上為廣
告及電影工作飛到上海，扺達上海即獲安排入住酒
店接受 14 天隔離。Irene 知道內地醫護人員赴港支
援抗疫時表示 ：“當然好事啦，目前香港多間政府
醫院的醫護人員都做到筋疲力盡，人手不足，內地
醫護人員過來支援是非常好，可以幫到更多人，總
之希望疫情快些過去。”

藝人自發在社交媒體留謝辭
不少藝人自發在社交媒體留下感謝之辭：
唐文龍：“患難見真情！多謝國家挺香港！”
顏仟汶：“謝謝您們的大愛，謝謝您們的無
私，衷心感謝國家對香港的同胞關愛。”
莊思敏：“非常感激他們，希望他們都好好照
顧自己。加油！”
武術導演林迪安：“哪裏疫情告急，您們就往哪
裏去，今次來到我們家香港！斬斷傳播病毒的重任又
一次靠無私大愛的您們，您們也要小心保護自己！衷
心感激內地醫療團隊！”
武術指導梁博恩：“感激你們幫忙！無私大
愛！加油！”

陳凱琳上月產子 一家四口曝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阿祖）29 歲港姐冠
軍陳凱琳（Grace）於 2018 年下嫁年長 22 年的鄭
嘉穎後，翌年誕下長子 Rafa，近日 Grace 與老公
嘉穎同時在各自的社交平台公布幼子鄭承亮
（Yannick）於上月底出世的喜訊，還貼出一家
四口的全家福，十分溫馨。嘉穎透露小兒子中文
名叫鄭承亮，鼻高高、面尖尖，長得極像太太
Grace， 但 這 個 時 候 最 重 要 都 是 母 子 平 安 、 健
康！
疫情期間做第二任爸爸的嘉穎，仍難掩興奮
心情，抱着兒子 Yannick 親吻其小嘴，一副慈父
模樣，他喜悅地表示 1+1=4：“弟弟來了，母子
平安，非常感恩！”至於剛再為人母的 Grace，
亦留言：“愛讓我們在一起，小王子，歡迎你的
到來！”她並祝福大家要安全和健康：“W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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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everyone safety and good health in this current
situation. Blessings from the Cheng Family”
Yannick 出世，Grace 報平安，她與兒子亦已
經 從 醫 院 回 家 休 養 。 Grace 接 受 訪 問 時 表 示 ：
“好開心可以和大家公布這個喜事好消息，寶寶
是在 7 月 27 日出世，媽咪即我和寶寶都已經安全
回家，So far 大家相處都好融洽啦，Rafa 做了哥
哥，他都好乖，見到寶寶時都很幫忙，幫我們看
着寶寶，大家都非常之安慰。還有今次比起第一
胎比較有心理準備，現在心情都不錯，哈哈！總
之整件事都好順利、好順暢、好喜悅，多謝大家
的祝福，未來會多點休息，現在情況（疫情）希
望大家都安安全全留在家中，盡量真的不好出
街，這個月坐月我都會留在家中養好身體，多謝
大家的關心！”

■ 陳凱琳全家福
陳凱琳全家福，
，幸福滿框
幸福滿框。
。網上圖片

上海電視節開幕 《長安十二時辰》獲6提名
■ 劉少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新冠肺
炎確診康復者劉少君和麥德羅，兩人出院
後旋即相約茶敘，不少網民直指他們太快
出街的行為自私，疑有“播毒”之嫌，劉
少君日前拍片解釋，並對造成滋擾致歉，
但相信自己有抗體不會感染到其他人。
他表示：“多謝大家關注我同麥德羅
一次會面，當日會面主要是了解病情，如
何在 1、2 個月裏把心肺慢慢恢復到原來位
置，我們這段時間有抗體，絕對不會感染
到其他人，至於病情會否復發？暫時我們
對這病毒有抗體，如果這病毒變種，現有
的抗體未必抵抗到變種之後所發生效果，
故此要經常提高警覺，時常要做柔軟心肺
復甦，令心肺恢復健康，所以會同麥德
羅，或者有這方面知識醫生、朋友去研究
點樣保養。多謝大家關心，如果有受到滋
擾，我說聲對不起，多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上海報道）第
26 屆上海電視節日前開幕，受疫情影響，此次白
玉蘭獎評選首次採用中國評委集中在上海、國際
評委線上參與的方式進行，由著名導演鄭曉龍出
任電視劇類別評委會主席，入圍名單匯集了一年
來中外電視行業的精品佳作。其中，由雷佳音、
易烊千璽等主演的《長安十二時辰》獲得包括最
佳中國電視劇等 6 項提名，黃曉明、佘詩曼等主
演的《鬢邊不是海棠紅》亦獲得 4 獎項提名。而
“白玉蘭綻放”頒獎典禮將於今日舉行，各大獎
項屆時將揭曉。

■ 《 長安十二時辰
長安十二時辰》
》 製作認
真。
網上圖片

■ 莊思明與莊思敏皆歡迎內地醫護到港
幫手抗疫。

據官方公布，今年電視節共徵集到來自 48
個國家和地區的報名作品 800 多部。作為其中
的佼佼者之一，《長安十二時辰》囊括了多項
提名，包括最佳中國電視劇、最佳導演、最佳
男主角等 6 項重量獎項。
在所有提名項目中，《長安十二時辰》、
《慶餘年》以及《鬢邊不是海棠紅》等多部網
劇可謂熱度滿滿，上述三部作品不僅全部提名
最佳中國電視劇，三者還在最佳導演、最佳男
主角、最佳編劇等多獎項提名互有重疊，尤其
《長安十二時辰》主演雷佳音與《慶餘年》主
演張若昀此次還將 PK 演藝界實力派大將陳寶
國、孫紅雷以及黃磊，成為此次白玉蘭最大亮
點之一。
而最佳女主角的競爭亦不遜色，馬伊琍再
次憑藉作品《在遠方》獲提名，另外，孫儷、
海清、秦海璐與閆妮 4 朵金花亦呼聲頗高。
另外，黃磊憑藉《小歡喜》獲得了最佳編劇
（改編）以及最佳男主角兩項提名，《慶餘年》
在最佳男配角提名佔有兩席之地，分別被陳道明
與田雨兩位演技派獲得，同樣的PK也出現在最佳
女配角提名選項中，陶虹與詠梅兩位女演員同憑
《小歡喜》獲得最佳女配角提名，若從佔據席位
來看，《慶餘年》與《小歡喜》在最佳男女配角
的角逐或佔一定優勢。

■ 溫碧霞入住酒店進行隔離，酒店有個
靚露台。

何孟珊自爆
被醫生“抽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達里）丁子朗與黃庭
鋒日前參與《我和港姐有個約會》網上直播，分
別與候選佳麗陳煦凝（Amber）和何孟珊共晉晚
餐。Amber 與黃庭鋒品嚐泰菜時大秀泰文，被黃
庭鋒取笑像講粗口，他也禮尚往來教對方日文。
而曾任職護士的何孟珊，大方向丁子朗分享曾被
醫生摸背的“抽水”（吃豆腐）經歷，她坦言一
向懂得保護自己，因醫護界有不少桃色新聞，她
也不會選醫生做對象。
日前被拍到與男友繑手逛街的 Amber，澄清
對方只是好朋友，她現在仍是單身：“我喜歡孝
順、斯文的男仔，不喜歡靚仔。”何孟珊任職護
士期間，自揭曾被已婚醫生“抽水”摸背，之後
每次跟對方同場，都會借故去洗手間避開。至於
為選港姐放棄做醫護，何孟珊解釋自己很喜歡幕
前工作，想趁後生時轉換環境。
直播完後，黃庭鋒與丁子朗一起受訪，提到
公司不少男藝員都找到港姐太太或女友，笑問他
們有沒有幻想過時，丁子朗笑道：“有幻想過，
因為男生一定有幻想，我都看好另一位佳麗郭柏
妍。”笑指丁子朗喜歡華姐居多時，他推說自己
由外國長大回來，所以跟外國到港的華姐較投
契。

■ 左起：黃庭鋒、陳煦凝、陸浩明、何
孟珊及丁子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