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威廉大婚夜的
派對，弟弟兼伴郎
哈里大演「棟篤
笑」，在演辭中笑
指對於凱特要嫁給
一個「禿頭男」感
到遺憾。然而他提
起亡母戴安娜時收
起笑臉，認真地對
威廉說：「母親一
定會以你為榮。」
在場所有人無不聽
得熱淚盈眶。

哈里稱，他將凱
特看成姊姊一樣愛她，她和威廉的馬拉松式戀情也「啟發」了他。據現場賓
客所言，凱特聽到哈里的話後感動落淚。

大爆花名 棄讚「殺人美腿」免尷尬
哈里又指威廉是「完美的兄長」，但笑指他在認識凱特前沒半點浪漫細

胞，所以當他發現威廉開始與凱特在電話上喁喁細語時，就知道他認真談戀
愛了。個性鬼馬的哈里更即場模仿兩人煲電話粥的模樣，扮演威廉叫凱特

「寶貝」，又扮演凱特叫威廉「比利」，逗得賓客捧腹大笑。
一名友人更透露，哈里原本打算提及威廉第一次帶凱特回家時，他看到凱

特的一雙「殺人美腿」(killer legs)便立刻豎起拇指大讚，但最終因怕嫂子尷尬
而作罷。

王儲查爾斯也在台上致辭。他憶起兒子的童年，說一切恍如昨日；又細說
威廉幼時踏 滑板車撞樹的舊事。他感謝凱特對威廉的愛和支持，為多了這
樣一個女兒感「興奮」。 ■《星期日鏡報》/《星期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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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簽婚前協議 「王妃」稱號惹爭議

凱特與威廉完婚後，根據傳統把婚禮上的
花球留在西敏寺，用枕頭墊 ，放在第一次
世界大戰無名士兵墓碑，獻給為國捐軀的戰
士。在1920年11月11日停戰紀念日，一位無
名戰士的遺體從法國戰場運回英國，下葬西
敏寺，英女王母親、伊利沙伯王太后於1923
年與喬治六世結婚後，在墓碑獻上自己的花
球。 《星期日郵報》

花球留西敏寺 獻一戰陣亡英兵

婚後翌日，凱特以49.99英鎊(約649港元)Zara及膝裙和129.99英鎊
(約1,687港元)LK Bennett鬆糕鞋露面，節儉中帶端莊。 路透社

節儉王妃

威廉與亡母戴妃感情深厚，不但在西敏寺教堂
選了多篇聖詩樂章向她致意，更在大婚夜派對上
點唱她深愛的歌曲《Your Song》，該曲正是由戴
妃好友艾頓莊，與著名填詞人伯尼．陶本共同創
作。威廉凱特在歌聲下相擁共舞，喜極而泣。賓
客都明白歌曲對威廉的重要意義，無不動容落
淚。

《Your Song》歌詞講述主人翁創作歌曲贈送
暗戀者，詞中「世上有你，人生多美」(How
Wonderful life is while you're in the World)尤其溫馨
滿瀉。

愛的宣言：凱特是我的磐石
威廉在晚會發表演辭，感謝父親主持派對，當

然少不了大讚嬌妻美貌，並說凱特是「My Rock」
(我的磐石)，凱特對威廉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星期日泰晤士報》/《星期日郵報》/

《星期日電訊報》

「世上有你人生多美」
大婚夜派對播戴妃愛歌

英國政府早前與白金漢宮商討透過法定機構
「王冠地產」，資助新婚的威廉夫婦，取代現時由
王儲查爾斯「支薪」給威廉的做法。

王室財政2013年改組，現時威廉夫婦會從王室
的投資物業資產中獲得津貼，金額尚未確定，但
據悉相當不錯，白金漢宮證實有關消息。此前，
查爾斯每年會從康沃爾公爵領地收回的1,700萬
英鎊(約2.2億港元)中，撥出160萬英鎊(約2,076萬
港元)予自己、夫人卡米拉、威廉和哈里。

婚後威廉雖然傾向節約生活，但估計今年夫婦
倆的家庭開支增加至少25萬英鎊(約324萬港元)。

威廉每年收入包括從亡母戴妃遺產中分配的30
萬英鎊(約389萬港元)，另加空軍服役薪酬3.7萬英
鎊(約48萬港元)。他明年6月踏入30歲時，將全數
獲得遺產應得比例。夫婦倆婚後仍與哈里同住克
拉倫斯宮，但稍後或會遷至威廉兒時住過、戴妃
離婚後居住的肯辛頓宮。

■《星期日泰晤士報》

威廉夫婦財政
政府擬資助

凱特穿婚紗現身一刻，讓世人驚嘆，
原來這件造價25萬英鎊(約324萬港元)的
象牙白絲緞婚紗，上面的精緻喱士是由
皇家刺繡學院20名女裁縫、在英王亨利
八世最喜愛的皇宮──漢普頓宮，日以
繼夜花4周完成，她們年齡介乎19至70
歲，當中包括中國人。她們接手這份神
秘工作時，也和全世界一樣被蒙在鼓
由，不知婚紗是Alexander McQueen創
作總監伯頓的手筆，更不知將披上它的
正是未來王妃。

英報猜保安憂慮延蜜月
威廉凱特婚後不即時度蜜月，箇中原

因引發外界揣測。有英國傳媒估計，這
是出於中東和非洲局勢安全考慮。

■英國《世界新聞報》/《星期日鏡報》/

《星期日電訊報》/《星期日郵報》

324萬元婚紗
華女裁縫參與

王儲查爾斯與戴妃1981年大
婚當日，在白金漢宮與花仔花
女合照，30年後威廉凱特在同
一地方重演這一幕。英國傳媒
認為，兩張照片對比之下，可
看出威廉夫婦將比父母幸福。

事實上，為今次婚照操刀的
王室御用攝影師伯南德透露，
威廉和凱特兩個家庭走在一
起，各人以愛相待，又大讚威
廉夫婦平易近人。

■《星期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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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廉 終 於
「拉埋天窗」，
哈里未知是否
受兄長感染，
有 意 成 家 立
室。與女友切
爾西關係若即
若離的他，在
威廉的結婚派
對上向切爾西
說：「下一個
到你。」但她
的閨中密友表示，26歲的她專注工作，9月起任
職實習律師，不會跟哈里結婚。

知情人士透露，當時哈里喝了很多香檳，走近
切爾西搭 她的肩膀，在耳邊細語這句說話。切
爾西聽罷傻笑，輕吻哈里，跟朋友透露說話內
容。

哈里和切爾西的關係一直起起伏伏，是次婚
禮，她專程由南非飛回英國，在各場合均與哈里
同坐主家席。傳媒拍到二人在大婚前見面，共聚
約一小時。

■英國《世界新聞報》/《星期日郵報》

哈里：下個到你
女友傻笑狠拒

「母親以你為榮」
哈里令兄嫂濺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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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稱，凱特向閨中密友表示，她希望有充足
時間適應王室生活，避免如威廉亡母戴安

娜王妃一樣承受龐大壓力。她希望在同一時間只
專注做好一件事，因此不希望在1年內懷孕。威
廉去年11月接受訪問時稱，雖然希望組織家庭，
但會先處理好婚姻，然後才想生兒育女。

女王查爾斯支持 命援融入王室
然而，王室史學家維克斯認為，凱特嫁入王室

後，真正的「責任」就是專注「造人」，為王室
延續血脈。他指出，威廉大婚使得溫莎王室子女
可以直接繼承王位，意義重大。事實上，威廉的
長輩都在婚後火速懷孕。戴妃與王儲查爾斯婚後
11個月便誕下威廉，英女王於1947年下嫁菲臘親
王後1年誕下查爾斯。

不過，威廉保護愛妻之心得到查爾斯和女王全
力支持。女王在大婚前夕下令王室人員支援這位
新成員，免重演戴妃悲劇。菲臘親王正教導凱特
如何扮演「賢內助」角色，還表明不容許任何人
冷待她。

此外，現時名流貴族子弟成婚，流行簽訂婚前
協議，規定一旦離婚將如何分配財產。但威廉已
向友人表示，他深愛凱特，「毫無保留地」相信
她，不會跟她簽婚前協議，足證兩人情比金堅。

威廉婚後獲封「劍橋公爵」，但發言人表示他
仍希望維持「王子」稱號。礙於凱特是平民出
身，尚未能稱為王妃，威廉恐怕暫時未能為妻子

「升呢」正名。「劍橋公爵夫人」在王室制度中
遠低於「王妃」，對「資深」王室成員如卡米
拉，更須行屈膝禮。

王妃做慈善工作 下月隨夫訪加
現時威廉和凱特仍在英國休假，但威廉明天會

返回威爾斯的皇家空軍基地執勤。威廉是空軍搜
救隊機師，將於2013年退役。凱特婚前打理家族
生意，但一般相信她婚後將全程投入慈善工作，
她去年11月受訪時表示，希望「盡一點綿力」。

之後，兩人會以王室夫婦身份，在一系列王室
和公眾活動露面，包括女王與菲臘親王6月的生
辰慶典，以及6月底出訪加拿大。

■《星期日電訊報》/英國《世界新聞報》/

法新社

英國威廉王子與凱特的世紀大婚圓滿

落幕，正式開始婚姻生活，「造人」大

計更是傳媒八卦焦點。然而，據報他們

協議1年不「造人」，盡情享受二人世

界，並讓凱特適應王室生活，二人更沒

有簽署婚前協議。曾為戴妃撰寫傳記的

作家安德魯．莫頓表示，不火速「造人」

將違反王室200年傳統。

■切爾西(左)在婚禮上與朋友
一起，沒跟哈里一齊露面。

女家超支一倍(約港元)

凱 特 A l e x a n d e r

McQueen婚紗：52萬

凱特首飾耳環：19萬

母親卡蘿爾和妹妹皮帕

服飾：39萬

卡蘿爾和皮帕的耳環、

凱特弟弟詹姆斯的金呔

夾：39萬

入住5星級Goring酒店2

天：110萬

酒店兩場派對：32萬

傳媒估計總數：最少
324萬

傳媒上月估計：130萬

*據悉在白金漢宮舉行的

慶祝活動，有10萬英鎊

(約130萬港元)由女家

負擔

《星期日郵報》

■寬呔解鈕的哈里拿 米高峰，準備到派對搞「棟篤
笑」。 網上圖片

■醉酒 地。 網上圖片■廁紙tube dress一樣「索」。

凱特妹妹兼伴娘皮帕，憑驚艷美貌和惹火
身材人氣急升，成為傳媒大眾的新寵兒。據
報她愛蒲成性，曾在派對中喝得酩酊大醉，
當眾脫下外衣，露出自製「廁紙連身裙」，
然後更與友人玩「疊羅漢」，盡顯派對女郎
本色。

前男友包括怡和繼承人 傳將結婚
皮帕不乏追求者，大婚期間哈里更公然與

她眉來眼去，但她已和有錢男友情定終身。

27歲的皮帕與凱特只差2歲，但性格與姊
姊截然不同，愛玩愛笑、一雙妙目眼波流
轉。知情者透露，她進入愛丁堡大學修讀英
文時，就一心要與有錢人「埋堆」，躋身上
流圈子。據報當時她每逢周末就去王室朋友
的郊外豪宅玩樂，甚至共住一室。她的前男
友非富則貴，盛傳她曾與香港怡和繼承人喬
納森拍拖3年，於2007年分手。

據友人透露，皮帕很挑剔，心中「完美男
人」所需具備的條件，除了要靚仔過人，還

要有頭銜、在倫敦富人區擁有一幢豪宅、在
郊外有別墅等。

她與30歲倫敦股票經紀勞登去年11月開始
拍拖，勞登也繼承了豐厚的財產，亦算是上
流人物。勞登長得青靚白淨、性格穩重。他
們的朋友也認為，勞登不會差過哈里王子，
因此沒理由擔心哈里能夠橫刀奪愛。據稱，
勞登與皮帕也「好事近」，可能在王室大婚
熱冷卻後宣布結婚。■英國《世界新聞報》/

《星期日郵報》/ 《星期日鏡報》

凱特妹愛蒲買醉 脫衣露廁紙裙

婚照走自然路線，刻意捕捉兩人較隨意一
刻。戴妃身體右傾，查爾斯側 頭沒望 鏡
頭，表情有些抽離，明顯跟戴妃格格不入。

照片較「正經」，兩人挺直腰、面向鏡頭。威
廉和凱特笑容自然、輕鬆、一致，凱特更把右手
放在威廉大腿上，顯示兩情相悅。　

王儲戴妃 威廉凱特

■上月被拍到與30歲股票經紀男
友勞頓在街頭擁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