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馮盈盈被封「粗口港姐」
認網上發文爆粗 不認損港姐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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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爐「香港小姐」馮盈盈與香港先生昨日返回電視城會
見傳媒，剛當選港姐冠軍的馮盈盈即被問到網友翻出

她兩年前非法「佔中」期間，於社交平台上留言、連連爆
粗，比男人更流俐，惹來外界質疑她損害「港姐」品牌。馮
盈盈承認當年曾有發文，卻推說當時剛進大學，受周圍氣氛
影響，才在私人社交平台分享感受，更說：「現在畢業後已
投身社會工作，會有不同想法，會經一事長一智。」
至於鏡頭背後的馮盈盈是否常愛講粗口？她說：「我平時
不會講粗口，聽到都會嗌唔好。大家也可以問其他佳麗，我
平時不會講的，在私人平台上只是遇到過激的個人情感才會
抒發一下，這件事我都不記得了。」

承諾日後慎言
對於被指言行損害香港小姐形象？馮盈盈辯解稱：「香港
小姐是由多方面組成，由言行、行為和抱負構成「港姐」精
神，但人無完美，我會努力做得更好，若有不適合的地方會
去改正。」坦言參選港姐的經歷令她成長很多，而且現在已
畢業投身社會，人也成熟了會有不同想法，經一事長一智。
問她當選後會否更慎言時，她說：「當然會，前晚戴上后冠
時已發覺很重，而背後的責任就更重，今後會帶多些正能量
給青少年，因為我愛香港這個地方才有過激的反應。」
講到男友原來也曾是十優高材生，她聞言道：「喔，這個
都給大家知道，他是很優秀的，我考試那年已改制，所以沒
機會贏他。」有指Crystal因認識十優男友才狠飛前男友，
她澄清道：「他們都很優秀，前度只是我們性格不合，分開
後一年才認識到現任男友。」
雙料港姐亞軍劉穎鏇（Tiffany）力撐Crystal並非愛講粗

口的人，她說：「我們相處了3個月，沒聽過她講粗口，她
人很好不會粗魯。那件事都一段時間之前，可能有一樣嘢令
到她講。」笑問Tiffany又有否講粗口，她說：「我不說
的，廣東話的粗口更加不會，因為我都聽不懂，就算聽了都
當沒聽到，最好不要給我知點解。」

無綫稱「民選」無問題
因網民多靠睇表面作判斷，全民投票選冠軍的方式可能出

現「種票」造成不公平或者難保障得獎人質素，是否應檢討
全民投票選冠軍的制度？無綫堅稱制度沒有問題，因為是由
星級評判團與觀眾各佔一半分數，選出4位佳麗再作全民投
票。

香港先生冠軍黎振燁（Jackson）被封為「愛妻號」，他
笑言前晚回家即送上獎座給太太，讓她攬住獎項睡覺。提到
他最後拉票時激動落淚，Jackson說：「因為百感交集，先
後做過兩間電視台和做模特兒，再返來的感觸好大，我覺得
留在這行8年是一廂情願，但有4萬多票投我，是對我最大
的認同和鼓舞。」提到Crystal被指是爆粗港姐，Jackson
說：「要看她講到哪種程度，我都會講，但不會公開講，男
人老狗無傷大雅，我說沒講大家都不信啦。」

9宗投訴不滿賽果
另外，無綫昨日公佈周六、周日香港先生及香港小姐競選
節目收視，周六晚香港先生競選有17點平均收視、最高21
點。周日晚香港小姐競選則有25點平均收視、最高29點，
比去年27點平均收視有所回落，而最高收視29點正是公佈
港姐冠軍一刻，約有188萬人次收看。
無綫方面也表示收到9宗投訴不滿香港先生和香港小姐賽

果。而主持陳百祥疑在節目中爆粗，無綫表示要再去了解事
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歷年來

「香港小姐」是標榜美貌與智慧並重，高

貴大方，冠軍人馬更是以親善大使身份肩

負起宣傳香港的使命，不過今年的出爐港

姐馮盈盈（Crystal）卻十分「爆」，當

選不夠廿四小時已被封「粗口港姐」，真

是什麼形象都沒有了，行出來不知如何面

對公益群體，「香港小姐」多年來建立的

高貴大方的金漆招牌完全粉碎！難怪被人

說真是一屆不如一屆。對於港姐冠軍馮盈

盈網上「爆粗」損「港姐」形象，無綫方

面則未有回應。問到全民投票選冠軍的方

式可能出現「種票」造成不公平或難保障

品質？無綫聲稱制度沒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薛家燕、吳
剛、范振鋒等昨日到長者鄰舍中心出席《家燕
大師行運show》迎中秋慈善探訪活動，原本出
席的大師李居明因病缺席，家燕姐一眾人向在
場長者大派月餅又唱歌，場面熱鬧。
家燕姐透露中秋節當日無需開工，所以準備
約一班姐妹做節慶祝，現在最擔心是打風。家
燕姐的細仔會由外地趕回來，而就讀港大的細
女當日竟要返學，晚上七至十點要上堂，家燕
姐笑問細女要否她聯絡一下學校，但被細女拒
絕，家燕姐解釋自己非常重視中秋節，因是中
國人一個大節日：「試過有一年我專程飛去美
國同啲女過。」
問到家燕姐到時會否人月兩團圓，她直言沒有

男友，而李居明大師曾指她的真命天子要三年後
才出現，她笑說：「不等了，咁老才追。」

香港文匯報訊昨日是「哥哥」張國榮的60歲誕辰，「哥哥」
生前經理人陳淑芬與兒子陳家豪、「哥哥」生前好友張徹太太、
連炎輝及「哥哥」前助手Kenneth 等，聯同來自各地千多位
「哥」迷，帶備生日蛋糕、水果、紙鶴、鮮花、糕點、心意咭、
別墅、名錶、護膚品等前往寶福山，為「哥哥」送上生日祝福。
「哥迷會」會歌《Dear Leslie》昨日零時首播，陳太把這歌
帶到寶福山上和「哥」迷們一起分享及送給「哥哥」作為生日
禮物。「哥」迷邊聽着這首訴盡他們心聲的歌，邊排隊向「哥
哥」獻上鮮花，大家都誠意地祝賀「哥哥」，場面感人。
日本「哥」迷一如往年為「哥哥」摺製千羽鶴作心意禮物，

並親自帶到寶福山送給「哥哥」，912隻紅色和金色的千羽鶴代
表喜慶吉祥的意思，而紅色除了是「哥哥」喜愛的顏色，亦好
比「哥」迷對「哥哥」那顆熾熱不變的心。而昨晚陳淑芬亦率
「哥」迷在中環海濱活動空間舉行「哥哥」紀念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岑麗香（香
香）、黃心穎、阮兆祥、江欣燕及樂瞳等劇集
《為食神探》演員，昨日到觀塘出席《神探慶
團圓》活動，與長者提早慶中秋。席上眾人分
組與長者玩遊戲及跳舞，又大派禮物，氣氛熱
鬧。
正在蜜運中的香香被問到中秋是否人月兩團

圓？她說：「唔係，喺香港同香港藝人之家的
朋友一齊慶祝。」與男友強強分隔兩地，香香
透露中秋會玩視像會議，可以對住食湯丸。心
穎就表示中秋會跟家人一起過節，不敢約心儀
男士睇月光，怕爸爸會嬲，因爸爸很緊張她的
行蹤，會看她在社交網的貼文。
為港姐港男擔任星級評判的香香，賽前睇好
港姐2、5、6號，對於6號馮盈盈得港姐冠軍，
她認為是實至名歸。至於港男賽果，她亦覺得
是實至名歸，冠軍黎振燁的故事好感人，還有
他很錫太太，在台上向太太示愛，令她很欣
賞。問到她是否也想有人公開示愛？香香即
說：「冇啲咁嘅事。」

阮兆祥看好陳凱琳
阮兆祥昨日因要拍另一部劇而遲到出席活

動，他透露剛與家人去完日本沖繩旅行返港，
此行最開心是很多香港及內地遊客叫出他的角
色名，令他覺得很感恩，覺得劇集口碑不俗。
說到劇集收視偏低？祥仔認為最緊要是口碑，
當然他會尊重收視調查。同時有兩套劇播映的
祥仔，對於有指因陳凱琳（Grace）拖累《巨
輪II》收視，祥仔認為一個人影響不到一部

戲，否則就太兒戲，
他說：「可能網民想
激 Grace 做好啲，
（ 公 司 捧 得 佢 太
快？）唔係我講，公
司畀機會已經係好
事，我認識嘅Grace
係好努力嘅演員，我
睇好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袁偉豪
昨日在銅鑼灣出席活動，同場還有關
楚耀。袁偉豪表示見到前晚港男選
舉，有少少感觸，尤其見到冠軍攞
獎，他有少少似自己當年得獎時的情
緒。袁偉豪說：「我都有叫佢（冠
軍）喺台上忍住，返到後台先釋放，
希望佢將來有好發展。（不少人讚你
今屆參賽仍會當選？）多謝各好友畀
面撐我，特別係陸永，咁大頂高帽，
話我係重量級嘉賓，我聽到都會心微
笑。我由2007年選完到現在都接近十
年。可能我喺《城寨英雄》的角色都
幾多人鍾意，我都算係資深的香港先
生。（諗起自己當年參選？）都有，
他們比我當年參選更加鎮定，對答如
流唔緊張，我當年面對稍為露骨的問
題已經唔知點答。」
關楚耀表示之前在內地5個月拍攝
真人騷，之後又到了台灣忙餐廳

生意事宜，笑言很少講廣
東話。提到餐廳，他
表示正籌備在台北
開分店，約投資6
位數港元，今次再
開大間些，有埋酒
吧。

成龍獲奧斯卡終身成就獎獎
李安：肯定亞洲

中央社電知名導演李安昨天獲得
國際廣電大會頒發的年度卓越國際
榮譽獎。李安謙稱，拿技術獎很不
好意思，但電影本身就是科技，新
科技讓他回歸電影最基本、回到和
電影的接觸。
國際廣電大會（IBC）昨晚將年

度卓越國際榮譽獎（International
Honour for Excellence）頒給李

安，李安與夫人林惠嘉一同出席頒
獎典禮。
李安表示，電影本身就是科技產

物，100多年前電影都還未問世。電
子技術不斷提升，藝術也必須跟上
去。這只是個起步，能拿這個獎對
他是很大的鼓勵，他會繼續努力。
談到成龍將獲頒奧斯卡榮譽獎項

主席獎（Governors Awards），

表彰他輝煌的影藝生涯和終身成就
時，李安表示很恭喜他，能拿到這
個獎並不容易。他又稱奧斯卡是比
較純美式想像，但現在世界已經不
同了，奧斯卡也必須改變。成龍的
獲獎是奧斯卡對亞洲表演藝術家的
認同，他非常高興，身為亞裔他非
常驕傲，也認為這是奧斯卡非常好
的方向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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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燕姐中秋約姐妹做節

蘇永康自喻曹操都有知心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組合C AllStar前晚
於會展演出《新城唱好 C AllLove Concert》，並請
來Super Girls（SG），及鄧小巧擔任嘉賓，音樂會上
C AllStar唱出多首情歌，又與SG合唱，之後C All-
Star提議玩遊戲，贏了就可以同SG的成員在台上影
「床照」，On仔笑指是「九男女床照」流出，引來全
場笑聲，之後他們又與SG拖手唱《女校男生》。
C AllStar 接受訪問時被問到他們與SG拖手合唱

《女校男生》是否好有感覺？On仔笑說：「Yanny
隻手又白又滑，（有戀手癖？）唔係。」
蘇永康（阿公）表示前晚特別前來撐場，提到他
與「天下第一關」鄭紹康的罵戰，阿公昨晚再回應，
表示希望事件告一段落。他又稱同意對方所講世界是
「緣」，緣分個緣，「冤家宜解不宜結」，但事件擺
在了心中兩年，不吐不快，吐了便算，正如對方說
Move On！問到阿公今次幫了很多人出啖氣，阿公
說：「唔可以咁講，我唔知其他人同鄭生嘅經歷，我
只係講我嘅經歷。」他又指近日有超過廿個時裝界和
公關界朋友在facebook主動找他，至於是否多了工作
就要問返助手。他又發表曹操論說：「正所謂曹操都
有知心友，關公都有對頭人，我呢啲曹操都有知心
友；何況佢係『天下第一關』，公關嚟㗎嘛，實有人
支持，這件事有冇後續就要睇鄭生喇。」

■■李安獲頒卓越國際榮譽獎李安獲頒卓越國際榮譽獎。。 中央社中央社

■■左起左起：：「「哥哥哥哥」」前助手前助手 KennethKenneth、、張徹張徹
太太太太、、陳家豪陳家豪、、陳淑芬陳淑芬、、連炎輝及好友送連炎輝及好友送
上生日祝福上生日祝福。。

■■陳淑芬及日本陳淑芬及日本「「哥哥」」迷帶來大量禮物迷帶來大量禮物。。

■■蘇永康前晚擔任蘇永康前晚擔任C AllStarC AllStar嘉賓嘉賓。。 黃心穎黃心穎
■■薛家燕薛家燕、、吳剛與范吳剛與范
振鋒等探訪長者振鋒等探訪長者。。

■■馮盈盈聲稱會馮盈盈聲稱會
經一事長一智經一事長一智。。

■■亞軍劉穎亞軍劉穎

鏇鏇((右二右二))稱稱

馮盈盈並非馮盈盈並非

愛講粗口愛講粗口。。

■■ 出 爐 港出 爐 港
姐姐 、 「、 「 港港
生生」」互相祝互相祝
賀賀。。

■■黎振燁稱送上獎座給太太黎振燁稱送上獎座給太太。。

岑麗香岑麗香

■■袁偉豪袁偉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