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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10位應屆候選港姐前晚到
商場首次進行公開拉票，現場
觀眾也即場投票選出「現場最
受歡迎佳麗」，結果由2號劉穎
鏇（Tiffany）與 6 號馮盈盈
（Crystal）獲相同票數同時得
獎，由鄭俊弘（Fred）負責頒
獎給二人。
首次與眾港姐見面的Fred，

表示之前沒機會接觸她們，但
會看好同鄉來自加拿大的2號劉
穎鏇及5號蘇韻姿，笑稱Tiff-
nay 擁有 5呎 9吋身高可能比
Fred還高時，他笑言不怕，與
她同台時會穿「信心鞋墊」增
高。問到Fred會否期待佳麗的
泳裝，他說：「泳裝我就不太
看重，反而會留意她們的表
演、問答環節，要看內在
美。」當台上各佳麗為自己拉
票後，Fred就轉口風表示支持3
號張寶兒及7號陳雅思，覺得她
們二人談吐大方，而蘇韻姿就
表示想與Fred合唱，更即場清
唱一首英文歌，贏回不少掌
聲。

獲選為「現場最受歡迎」佳
麗的Tiffany 表示沒想過會得
獎，因為要在觀眾面前介紹自
己時已很緊張，事前也在家反
覆練習，多謝觀眾支持她，也
對決賽增加不少信心。提到
Fred原本支持她卻改口支持另
一人，Tiffany 表示不會不開
心，反而大讚 Fred 也是位靚
仔。Crystal也覺得得獎對決賽
增強不少信心，問她有否叫朋
友到場支持她？她表示自參選
後已有一、兩位粉絲支持她，
前晚也有幸抽中粉絲並頒獎給
她。

單文柔腋下現汗漬
10號單文柔（Phoebe）在台

上未知是否太緊張所致，腋下
出現汗漬大失儀態，她得知後
表示會多注意，希望決賽時不
會再失禮。問她有沒有減壓妙
法令自己不緊張？她說：「決
賽日子愈來愈近，緊張一定會
有，只好在後台出場前與其他
佳麗玩，希望上台時不會太緊
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諸葛紫岐（Marie）、張
敬軒、陳柏宇、吳業坤、陳家
樂及鍾舒漫等前晚出席開幕活
動。諸葛紫岐前晚率領旗下藝
人黎美言、呂晶晶、黃倩婷及
兩位新人曾博君及鄭富安亮
相，她指兩位新人首次出席活
動，還大讚兩人靚仔身形好，
除衫都不錯，笑問她是否已驗
了貨？她則指還未看過。最近
老公常伴着出活動，但前晚未
見人影，Marie笑指不知老公
的行蹤，且現她簽靚仔都不會
吃醋，談到中秋節她會在港與

97歲爺爺共度。
最近有網友將女歌手的歌降

兩度發現變成軒仔的聲，軒仔
即自行錄歌將聲線降低兩度，
軒仔亦於網上宣佈九月六日會
舉行首個網上直播騷，也會降
兩度唱歌。對於李克勤加盟英
皇，軒仔不擔心資源被分薄，
更覺得公司是需要有號召力的
人，自己畢竟是後輩，對方會
是他努力的目標，何況大家的
音樂風格跟聽眾群也不同，都
希望可以一齊錄歌。
吳業坤跟張智霖（Chilam）
合唱的新歌《兵兵》外間有好

反應，坤哥直言指對方是位大
前輩，他是小後輩，他笑說：
「我們兩個是截然不同的男
神，他成熟穩重，我就年輕少

少的偽毒，所以火花很大！」
但網上投票近乎一面倒揀Chi-
lam，坤哥笑着表示會接受到
這事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周汶錡與鍾麗
淇昨日出席慈善義賣活動，為「願望成真基
金」籌款。鍾麗淇表示本來也偕同兩個女兒出
席，但時間上卻不配合，她表示患上罕見基因
病的女兒已經5歲半，最近開始學懂單手扶着
物件步行，所以也想帶她出席慈善活動見見大
家，她指女兒之前都去過迪士尼也不怕人多，
見大家的話只怕會閃光燈太多。
鍾麗淇指女兒有今天的進步，已經不只為她而驕傲，更覺得女
兒是無敵，她說：「未做媽媽前真的感受不到，可能我現又有教
一些特殊的小朋友學瑜伽，了解到他們身體有問題不是要去可憐
他們，其實他們是更加堅強，應該給予更多的機會去發展！」鍾
麗淇亦表示有些平凡人不敢去接觸有障礙的小朋友，並非心存歧
視，只是怕會弄傷他們，但其實應給予機會去接觸溝通。
周汶錡表示兒子昨日滿14個月大，問將來會否給兒子行騷？她笑
言男仔不會了，留給女仔做，記者笑她快追個女？周汶錡說：「好
呀，承你貴言！我都想生多個，囝囝可以有人陪，老公是法國人，
都喜歡生3、4個，但生到才講！」提到她生完孩子即修到身，她坦
言懷孕過程的確好輕鬆，反而現湊仔好忙，尤其兒子開始學行，心
裡已很忐忑怕兒子會行會走，就不再能給她抱在懷𥚃 了。

BIGBANG台灣下午場取消捱轟
韓國天團BIGBANG昨日飛到澳門舉行
粉絲見面會，周五（9日）則會到台北及
高雄見粉絲，不過日前主辦方突然宣佈取
消10日台灣場的下午場次，讓粉絲相當錯
愕、不滿！許多粉絲在網上大罵，稱製作
好的應援物全都白費了，加上原本搶到手
的好位置，卻只能去換別的場次後面不知
名的位置。
主辦單位在社交網站發聲明表示，因為
9月10日是中秋節補課日，許多學生族群
的粉絲都還要上課，因此都準備請假或是

翹課，讓家長忍不住打電話給主辦單位投
訴，就在這股輿論壓力之下，主辦單位決
定取消10日下午2點的場次。大會為表達
歉意會送出BIGBANG海報及台北場限定
T恤給當日已購票的人士，但仍未能平息
粉絲怒意。

陳曼娜嫁女送700萬嫁妝
演員陳曼娜女兒Joie

將與上市公司董事
Dicky11月拉埋天窗。
一對新人早前啟程飛往
巴黎及瑞士拍攝婚紗
照，而陳曼娜大送總值
約700萬元的嫁妝給女
兒，除了金器及首飾
外，並包括一架價值
400 萬元的黃色法拉
利，認真豪氣。

薛凱琪被大量紅沙兜頭淋
薛凱琪（Fiona）和麥浚龍（Juno）早
前為合唱歌《結》拍攝MV。其間Fiona
應導演Juno要求，被紅沙完全遮蓋着頭
部，只能靠飲管呼吸。隨即有大量紅沙
由高處的輸送帶倒在Fiona臉上， 由於
衝力太大，加上沒有眼罩，有不少沙粒
流了入Fiona的眼睛，要立即用棉花棒
挑出來。幸好表現專業的Fiona僅拍了
兩次便完成此鏡頭。之後又有紅沙如瀑
布般瀉下，Fiona站在沙中擺出優美的
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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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紫岐簽靚仔新人 稱老公不吃醋

鍾麗淇指患病女兒步行有進步

■Juno(右)
擔任MV導
演。

■紅沙倒在Fiona的臉上。

■■諸葛紫岐諸葛紫岐((左三左三))首次帶男新人曾博君及鄭富安亮相首次帶男新人曾博君及鄭富安亮相。。

■陳曼娜開心女兒嫁
得如意郎君。

■ BIG-
BANG 見
面會取消
起因是家
長抗議。
資料圖片

言承旭、周渝民、吳建豪、朱孝天
2001年主演台灣偶像劇《流星花

園》，並組成F4，風潮席捲整個亞洲，4
子目前各自在演藝圈打拚，但友誼仍然
不變。昨日朱孝天迎娶交往1年多的內地
女星韓雯雯，並在峇里島舉行婚禮，外
界早前不斷猜測F4能否借機「合體」。
日前已傳出消息指只有吳建豪會出
席，周渝民因為要湊女未能赴峇里祝
賀，而言承旭則因工作關係未能赴會。
不過傳聞歸傳聞，言承旭昨日還是驚喜
現身峇里，偕同吳建豪到達婚禮現場觀

禮及送上祝福，認真夠義氣！雖然F4最
後仍然缺仔仔，未能破局合體，但F3合
照已令不少粉絲相當興奮。

言承旭笑言像自己婚禮
寵妻無上限的朱孝天，早前已表明為

了想留很好的回憶給老婆，所以辦一場
她喜歡的婚禮，因此婚禮教堂佈置以藍
色花海為主，非常浪漫。
朱孝天與韓雯雯在教堂許下愛的誓言

交換戒指，他哽咽說：「在我最脆弱的
時候，最需要人安慰的時候，總是妳在

我身邊，我想謝謝妳，謝謝妳給我這個
機會讓我當你丈夫，我所有都是妳的，
我的人我的心我的錢，都是為了妳存
在。」新娘也哭着回應：「就算全世界
都背叛你，我也會站在你這一邊。」
言承旭受訪時坦言：「兄弟的婚禮到
場是必然的，還好給他的驚喜我做到
了。」他大讚婚禮很感動、想哭，朱孝
天的老婆也很漂亮，並笑言覺得好像自
己結婚了。他也說：「有股衝動想推開
大家去接捧花，希望他們可以相愛一萬
年。會去是因為想看到兄弟幸福的樣

子，聽到音樂響起，新娘走出來時，有
種錯覺，以為是自己的婚禮。」

朱孝天受盡考驗求饒
至於早上以中式禮儀進行接新娘環節，

朱孝天身穿馬褂率伴郎團迎娶，新娘韓雯
雯與姐妹團準備關卡，考驗朱孝天，要求
唱有3種「我愛你」語言的歌曲、說出10
種「我愛你」的語言，又要求新郎官與伴
郎比出「LOVE」，各種難題讓朱孝天不
禁求饒：「開門了吧，拜託」，十分搞
笑。

香港文匯報訊 現年37歲的

朱孝天昨日與34歲內地女星

韓雯雯於峇里島舉行婚禮。

今次的焦點所在，除了一對

新人外，還有曾是亞洲天團

的F4能否趁機「合體」，結

果言承旭、吳建豪昨日都有

親赴峇里出席婚禮，唯獨

「仔仔」周渝民因為要湊女

未能到場。

香港文匯報訊鄭欣宜（Joyce）加入樂壇6年，成績一
直穩步上揚，今年其主唱之歌曲《女神》更成功締造
「神話」。有見及此，Joyce 的經理人公司中國3D 數碼
娛樂及唱片公司星娛樂，決定為Joyce 開齋舉行首個個

唱，於10月21 及22日假九龍
灣國際展貿中心Star Hall連開
兩場演唱會。
Joyce日前影演唱會海報，
概念方面繼續玩味十足，Joyce
戴着黑超咬探熱針又咬飲筒，
還吮手指扮自由女神，但她舉
起的並非火炬，而是令人垂涎
的雪糕，她說：「自從《女
神》首歌出咗街後，有好多粉
絲送自由女神像畀我，因為神
像係攞火炬，我就將佢變咗雪
糕，希望演唱會係幽默感啲，
大家一齊開開心心。今次係我
第一次個人演唱會，都想畀大
家有深刻嘅印象。」

言承言承旭旭吳建豪親赴峇里祝福親赴峇里祝福

朱孝天大婚朱孝天大婚
促成促成FF33「「合體合體」」

欣宜下月開處女騷

■朱孝天昨
日迎娶內地女
星韓雯雯。

■一對新人甜蜜咀嘴。

■■22號劉穎鏇號劉穎鏇((左左))與與66號馮盈盈號馮盈盈((中中))
成成「「現場最受歡迎佳麗現場最受歡迎佳麗」。」。

■■單文柔腋下出現汗單文柔腋下出現汗
漬大失儀態漬大失儀態。。

■■鍾麗淇鍾麗淇

■朱孝天接新娘前受盡考驗。

■朱孝天哽咽說愛的誓言。

■欣宜扮自由女神拎雪
糕。

■朱孝天結婚，
言承旭(右一)、吳
建豪(左一)到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