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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
釗）趙頌茹、黃宏舜（娃娃
舜）昨日出席《香港電子競技
總決賽》活動，戴上銀色假髮
現身的娃娃舜即場獻唱《娃娃
愛天下》，興奮到跳下台演
出，令全場氣氛高漲。
事後，娃娃舜表示跳下台是
即興想到，對於唱歌反應熱烈
要多謝粉絲支持。不過他坦言
唱太多《娃娃愛天下》怕被人
嫌悶，現在已跟排舞老師練

舞，及打算跟歌唱老
師學唱歌。對於一身
cosplay打扮，娃娃舜
表示之前有粉絲上載
手機遊戲人物照給
他，他覺得幾特別就
參考作修改打扮。頻
頻曝光的他笑言多了
很多工作機會，可以讓他多買
數罐奶粉，又正與服裝廣告傾
談拍硬照，明年更有機會客串
做演唱會表演嘉賓。

首次見娃娃舜的趙頌茹
（Yu）很佩服對方的堅持和
努力，自言也要跟對方學習努
力。

香港文匯報訊 劉美娟前晚出席在伊館舉行的
兒童芭蕾舞匯演，她笑言小時候都有學舞，唯獨
沒有跳過芭蕾舞，故現場讓女兒學習芭蕾舞，笑
指女兒遺傳了她的節奏感和柔軟度，很適合跳
舞，不過囡囡暫時未有參加任何比賽，她也想囡
囡盡情享受跳舞過程。
講到好友張栢芝的細仔

Quintus早前因發燒入院，她指
對方已經出院，但因為小朋友已
經開學，所以都沒有再探過他。
另外，同場的胡諾言和陳琪

的女兒就扮演小老鼠上台表
演，胡諾言指女兒很興奮，之
前由早練到晚，但稍後就要開
學，會叫她收拾心情上學。

趙頌茹向娃娃舜學習

劉美娟遺傳給女兒柔軟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許志
安、文詠珊、林家棟、劉浩龍與黃柏
高等人前晚出席電影《兇手還未睡》
煞科宴。戲中家棟與文詠珊飾演一對
夫妻，疑心大的家棟惡行不斷，包括
對太太施以家暴、又與陳意嵐在廁格
發生關係，更與廿四味成員阿肥親嘴
等，可謂一大突破。
首次在銀幕上拍攝同性接吻場面，
家棟笑言感覺「鞋鞋哋」，他說：
「試過1日內要拍4場情慾戲，向蔡
潔施暴那場戲最尷尬，因為我的褲子
要褪得很低，另一場家暴戲要摑文詠
珊3巴掌，但要拍不同角度結果摑了9

巴，令她哭嗰不停。」
文詠珊坦言未試過拍戲是要不停哭

泣，開工以來只有4天不用喊。提到
一幕要赤裸上身演出，她說：「雖然
沒有露點，但是我最大膽、最少戲服
的一次，最初都有清場拍攝，但始終
要其他人幫手，所以後來就只靠自己
遮掩。」許志安就笑言片中自己有露
兩點，更與文詠珊有出浴戲份，笑問
會否讓太太鄭秀文入場看戲，他笑
道：「不是不支持嘛？我這麽久沒拍
戲，都是做戲而已。」
只客串一日戲份的劉浩龍與安仔一

起扮演數學天才，原來現實中他也是

數學科最好成績，他說：「以前默書
總有錯漏，入行後又常看錯歌詞，可
能我有閱讀障礙。」笑指他將來會讀
錯結婚誓詞時，他表示到時再算，也
不怕缺點會遺傳給下一代。

挨林家棟虐打文詠珊拍戲哭不停

翟威廉自信「事業線」不輸張秀文
香港文匯報訊張秀文、岑
杏賢、湯洛雯與翟威廉等昨
日於沙田馬場出度活動，與
多位小朋友大玩遊戲。穿上
背心熱褲的秀文更無懼走光
風險，不停彎腰照顧小朋
友，令其「事業線」若隱若
現，性感非常！
秀文事後透露昨日特意穿
了運動內衣，令自己可郁得
容易些。談到其豐滿上圍大
有看頭，秀文尷尬稱：「可
能見到小朋友開心，好得
意。」身旁的翟威廉則說自
己看不到故不會尷尬，並自

言二人在日本拍攝旅遊節目
時曾一同浸溫泉。秀文聞言
後即笑指威廉眼尾也沒看過
她，威廉回應說：「我掛住
自己那些（肌肉），我都有
線。（不能讓秀文搶鏡？）
當然！（秀文這類女生適合
你嗎？）都合適。」不過，
秀文即踢爆威廉常借她們過
橋來刺激感情，笑指他拍拖
久了可能有點悶。其後又無
厘頭指威廉上圍的尺寸比她
厲害得多，「起碼大十寸，
shape不同而已。」
岑杏賢則坦言與袁偉豪已

拍拖兩年，但雜誌寫他們結
婚或訂婚的報道就不是事
實，她說：「我們有說過，
都視對方為結婚對象，但還
沒有計劃，現在以事業為
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電
影《沒女神探》前晚舉行首映禮，
監製葉念琛率領導演黃柏基、演員
王菀之、周柏豪、鄭欣宜、連詩雅
及莊思敏等出席。王菀之首次擔正
女主角，她笑言要她一個孭飛才有
壓力，今次有葉念琛和周柏豪，二
人都有大班粉絲包了底，但自己都
會叫歌迷會和親朋戚友捧場，至於
男友都要他自己買票入場。問為何
不帶男友來首映？菀之笑說：「咁
多人，今日同周柏豪嘛！」問柏豪
為何又不帶女友來？他有樣學樣
說：「咁多人，今日同王菀之
嘛！」
首映禮上，菀之的身材被拿作笑

柄，她解釋其實是戲中阿Bob取笑
她說：「你真係完全冇波！」菀之
笑言難評論自己的身材，現實生活

中也從沒被取笑，問其男友是否滿
意其身材？她笑說：「我所有的他
都滿意，或者有不滿意但沒跟我說
過！」至於柏豪在戲中要扮娘娘
腔，女友會否不喜歡他這樣？柏豪
笑說：「其實自己有很多性格一直
潛藏在心𥚃沒釋放出來，這次演到
可以吁一口氣。不過菀之是好戲之
人，自己在旁邊不能鬆懈，接不住
就會輸了！」而菀之又有否想做新
一代搞笑女王？她表示沒這個想
法，畢竟自己仍太新，未定演戲路
線，如有機會她也想學柏豪可以演
到「爛面」的角色。

連詩雅被改篇歌詞性騷擾
另連詩雅很高興戲中可扮演女子

組合，不過就要看着阿Bob、張建
聲及鄭敬基三個去示範汚辱她的人
形攬枕和紙牌公仔，故她笑言也未
必會推出有自己樣子的產品，怕被
人拿來不知怎樣對待。連詩雅透露
她出道第一年，曾收到過一位粉絲
給她一封利是，回到家中她拆開，
發現有一張很殘舊的紙，將她第一
首歌《灰伯爵的忌廉遐想》的歌詞
改成三級片填上一堆女性性器官的
粗口字，嚇得她立刻把紙條丟掉並
洗手消毒。

挑戰娘娘腔角色

柏豪稱釋放潛藏性格

港姐決賽前夕港姐決賽前夕 兩大兩大熱熱「「跌跌WattW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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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姐決賽前夕港姐決賽前夕 兩大兩大熱熱「「跌跌WattW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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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2015香港小姐競選決
賽」將於今晚舉行，昨日12位候選佳麗以三點式泳裝作最
後綵排，7號吳佩欣獲抽籤即場試戴后冠。適逢昨日是10號
陳靜儀22歲生日，大夥兒一同為她切蛋糕、唱生日歌慶
祝。昨日所見，兩位大熱1號麥明詩和4號龐卓欣都狀態大
跌，麥明詩解釋稱將精力留給決賽，今天更不會看報紙，免
被報道影響心情。

壽星女10號陳靜儀（Kristi）生日願望
能今後一年事事順利，對冠軍寶座

也蠻有信心，她說：「愈近比賽就愈覺得
開心，之前訓練覺得辛苦，但現在心情興
奮，希望決賽時可以做得好。」
兩位「死敵」1號麥明詩（Louisa）和4

號龐卓欣（Ada）都狀態大跌，Louisa沒
精打采現身，Ada就飽受「愛夜蒲」負面
新聞影響。Louisa坦言因訓練致身體疲
倦，並苦笑道：「要將能量、精力留給決
賽，所以顯得較倦，決賽會盡地一煲。」
Louisa表示因是全民投票，故對賽果很

難預料，而且每位佳麗都狀態大勇，笑指
她跌watt會否擔心輸掉比賽時，她說：
「不會用擔心來形容，大家可以發揮到自
己都會開心，我一早見到大家的潛力。
（如何補救狀態不足？）我已經出盡啦，
不過還有三分釘。」至於誰是最大競爭對
手？Louisa直言是4號Ada，大讚對方實
力平均、唱歌又叻。
對於再穿泳裝有否留下上次走光陰影，

她笑道：「檢查了很多次，但不知會否失
守，所以明天（今天）不會看報紙，不讓
報道影響心情。」

龐卓欣揚言已戒蒲
4號龐卓欣（Ada）被讀者爆料指她愛夜
蒲，她承認多年前是愛跟朋友去消遣，與
男仔女仔也會合照留念，她說：「我現在
已經戒了夜蒲，看回相片都已是2011年，
很奇怪有些相片我也沒有。」問她是否要
選港姐所以戒蒲，她說：「不是，每個人
的時期不同，現在我喜歡睡覺和看電視，

約朋友就算飲少少酒也很正常。」有否被
負面新聞影響到？她說：「沒有，我又沒
做錯事，不怕影響到投票結果，我會將最
真的一面給大家看。」Ada 同時又視
Louisa是最大勁敵，因為她們背景相似，
問她有沒有秘技贏到對方？她笑言沒有，
最重要是贏自己。

吳佩欣望打破宿命
7號吳佩欣（Sylvia）幸運獲抽選到試戴
后冠，並由上屆冠軍邵珮詩為她加冕，
Sylvia對能戴后冠感開心，笑言事前也知
道有「試戴魔咒」比賽時空手而回，她
說：「可能今年會打破宿命呢？我信心
OK的，上台時不要緊張，別人見到你都
會開心。」
對於熱門1號麥明詩和4號龐卓欣都狀

態下滑，Sylvia坦言各位佳麗都很疲憊，
她說：「因為訓練很密集，大家都睡得很
少，明（今）晚(港姐賽後)終於可以好好
地睡一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
全）「慧妍雅集」慈善月餅
義賣活動於昨日及今日舉
行，昨日一天的義賣有陳法
蓉、楊思琦、向海嵐、何傲
兒及曹敏莉一家出席支持。
楊思琦最近忙於為3歲女兒

開學作準備，要陪她去買校
服及頭飾。女兒將升讀K1，
思琦指女兒應不會哭，因之
前她很喜歡去上學前班，連

放假或打風都嚷着要上學，每日表現得很活躍，像個
機械人般開了掣便停不下來。不過開學的幾天，思琦
也打算陪女兒上學，即使賺少一些仍覺得是種享受。
她表示女兒的學費不算太貴，但照顧小朋友的開支是
不會少，她亦沒去計過花在女兒身上要多少，她也不
覺得辛苦或壓力大，因她願意當這個角色，總之會努
力賺錢，並有為女兒買下教育基金，至於買樓則會遲
一步才考慮。另有指劉德華女兒也跟她女兒同校，思
琦坦言亦有聽聞，只是沒特別去問。

何傲兒不覺獲林建名優待
前晚老闆林建名壽宴，何傲兒獲安排坐主家席，她
表示胡渭康同是坐主家席，一班藝人都有唱歌祝賀老
闆生日。問老闆有否感動哭起來？她笑指沒有，覺得
他心裡是很高興的。何傲兒指前晚爸爸有陪同她出席
老闆壽宴，雖然開心獲安排坐主家席，但未感特別受
重視或地位不同，畢竟大家也是一條心為老闆慶祝，
故坐哪裡也並不重要。可是戴夢夢也只坐其他宴席，
她則指夢夢前晚要忙做司儀，不過她都一樣有份上台
表演。
曹敏莉偕4歲女兒Dora及老公來到一起幫忙義賣月

餅，她指女兒暑假參加了不少活動，又去過旅行，之
後便要專心升讀K2，不過女兒很喜歡讀書，這都是得
到爸爸的遺傳，問將來會否讓女兒去選美？她笑說：
「女兒都貪靚，平日出街會自己去襯衫！」

女兒開心升讀K1

楊思琦擬陪上學

■娃娃舜以一身cosplay打扮，與趙
頌茹出席活動。

■許志安、文詠珊、林家棟與黃柏
高等慶祝電影煞科。

■劉美娟

■有張秀文(右)、岑杏賢(左)相
伴合照的翟威廉非常風騷。

■1 號麥明詩
(左)沒精打采現
身，而 4號龐
卓 欣 則 飽 受
「愛夜蒲」負
面新聞影響。

■昨日是10號陳靜儀22歲生日，大夥兒一同為她慶生。

■■77號吳佩欣獲抽號吳佩欣獲抽
中選到試戴后冠中選到試戴后冠，，
由上屆冠軍邵珮詩由上屆冠軍邵珮詩
((左左))為她加冕為她加冕。。

■■1212位候選佳麗以三點式泳裝作最後綵排位候選佳麗以三點式泳裝作最後綵排。。

■王菀之和周柏豪各也不攜
另一半出席首映禮。

■■曹敏莉偕女兒及老公一起義賣月餅曹敏莉偕女兒及老公一起義賣月餅。。

■楊思琦忙於為3歲女
兒開學作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