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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穎對着舊照也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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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香港小姐招募時

咧嘴而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黃心
穎、 陳 凱 琳 （Grace）、 麥明詩 （Louisa）和黎諾懿等昨日出席《2017 香港小
姐競選》招募活動，由即日起全球招募女
性參選。席間分別播出心穎和 Grace 等人
參選前的照片，其中以前者的舊照最為嚇
人，更被黎諾懿取笑是「出冊前後照」。
對於近來的新聞人物唐詩
詠，心穎稱不會因對方失
戀而加速跟馬國明（馬
明）的關係，並相信詩詠

■ 陳凱琳當選
港姐後愈來愈
靚女。

我都想知當年自己發生什麼事，
着衫又着得好『薯』。不過都是
好事，可激勵其他女孩參選。」
至於馬國明有否看過這些照片，
她表示沒有，相信對方也不會被
嚇倒。提到心穎與馬明再次拍拖
睇戲，是否要向對方「照肺」，
怕他追求剛失戀的唐詩詠？心穎
說：「只是普通睇戲食飯，沒
有照肺，如果這樣都呷醋，
我就不是一個好女仔。我
都明白網民心態，但幻想
和真實是不同的。」

至於會否加快步伐正式成為情
侶，心穎說：「不會因別人講什
麼就去做，這是兩個人的事。」
提到馬明疑與詩詠劃清界線，心
穎說：「又不用，我看新聞見到
詩詠喊，好『心噏』。自己都被
寫過不好的事，相信她很快會沒
事。」
陳凱琳參選前的照片也相當嚇
人，她見到當年的自己皮膚黝

■麥明詩竟然
自稱年紀大。

■多位前港姐三甲分子，昨日宣傳新一屆港姐招募活動。
黑，笑言現在最適合拍美白廣
告。朱千雪就認為美麗不只在乎
外貌，要有經驗、學識和內涵，
這樣美麗才能長久，也響應今年
主題「美麗是贏家」的口號。二
人笑言如有機會再選也沒膽量，
因在選美期間的個多月內，像潛
能大爆發般要學會跳舞和減肥，
非一般人能想像得到。

麥明詩玩自嘲鼓勵參選
麥明詩自嘲已上年紀，沒合

獲頒世界傑出華人獎

現實太悲傷 許冠文只拍喜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第十五屆世
界傑出華人獎」頒獎典禮昨日於會展舉行，許
冠文（米高）是獲得世界傑出華人獎的演藝界
代表，其太太與兒子均到場支持他。米高表示
獲獎感到很驚喜和榮幸，他雖不清楚誰提名自
己，更不清楚為何會獲獎，但相信應該是主辦
協會與他拍戲的宗旨接近。
米高說：「我拍喜劇從來不拍悲劇，因這個

■「洗米嫂」Heidi說要做好榜樣。

世界不需要。從電視新聞報告上看到的已悲傷
過電影情節，所以大前提是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很脆弱，現在的世界大家也只顧着按手機，吃
飯時只問有否Wi-Fi而不會交談，變得愈來愈無
感情。所以希望大家看完戲後，會發覺電影世
界是美麗的，生命會有價值，人與人之間會互
相感染，所以覺得自己拍戲的宗旨跟協會一
樣，也證明再一次肯定自己的電影路線正
確。」
談到獲獎後如何慶祝，米高笑言會去吃小籠
包。又問到弟弟許冠傑（Sam）知否他得獎？
「他知道，但他現忙與阿倫（譚詠麟）搞演唱
會。」會否到時上台演出棟篤笑？他指未獲邀
請，也不知會否請他上台，「不過兩位偶像第
一次合作，感覺應該很好玩。」
今年米高沒計劃開棟篤笑騷，他反而想拍部
電影，他說：「我有 18、19 年沒有自己編、
導、演電影了，一直也沒故事令我有衝動拍，
覺得像欠自己一部戲，所以現在構思的一部也
是喜劇。」他坦言去年當演員演出《一帆風
順》，當中是講人與人之間的絕望無情，但最
終也能找到友情，這是值得讚揚的。他也感到
值得繼續走這路線，不想拍些笑完後觀眾不會
有所啟發的喜劇，也覺得現在很嚴重地需要有
意思的喜劇。米高透露新戲正寫劇本中，問他
除了自己演出以外，會否找阿 Sam 客串演出？
米高笑說：「吓，他不肯拍戲，我時常叫他拍
戲，但他就躲藏許久，只喜歡唱歌。這都解釋
不到！」

「洗米嫂」獲獎盼做好榜樣
太陽娛樂老闆周焯華的太太陳慧玲（Heidi）
獲得首屆世界傑出華人青年企業家獎，昨日其
■周焯華(左一)和兩名子女(右一、二)也來支持
家人包括周焯華（洗米華）、老爺、仔女均有
Heidi。

■許冠文獲得傑
出華人大獎，他表
出華人大獎，
示希望藉喜劇令世
人開懷。
人開懷
。

出席支持，她表示昨日另外還獲頒榮譽博士獎
項，所以感到十分高興。Heidi 指家人於兩場頒
獎禮都有看她拿獎，老公亦在第二場頒獎禮來
支持她，問到是否想成為小朋友的好榜樣？她
說：「當然要做好榜樣，給予正面和正能量，
希望他們能多做好自己的學業、事業和慈善工
作。」周焯華看完「洗米嫂」上台領獎後，便
立刻離開會場，問他會否跟太太慶祝？他表示
不用了。提到其愛將盧啟邦是否跟唐詩詠拍拖
時，他聞言即扁扁嘴說：「不知道！」當再問
盧啟邦現時傷勢及他是否很喜歡唐詩詠，洗米
華同樣表示不知道。

否認是小富婆 宣萱擁物業保障自己

■宣萱被指擁有多個物業。

勇，是否因與馬國明
的關係愈來愈好？
的關係愈來愈好
？

心穎笑言她看回舊照時也被嚇
倒：「照片是18歲時拍下，

馬明與詩詠劃清界線？

很快便可復原過來。

■黃心穎狀態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宣萱演出無綫劇
集《不懂撒嬌的女人》獲得好評，近日頻頻出動宣
傳。昨日她到電台做訪問，對於被指是圈中小富
婆，坐擁逾三千萬元物業，宣萱沒正面作實，但承
認有「買磚頭」來保障自己將來生活。
對於小富婆這個形容詞，宣萱謂：「是林文龍話
我而已！他亂說，這些不用去講。（真是小富
婆？）不是，我只是自己照顧到自己。從小到大，
父母教我千萬不要買股票，這很危險，最安全是
『買磚頭』，就算發生任何事都有地方睡，股票真
的可以一晚便出事。加上自己逢賭必輸，不會將辛
苦賺來的錢去搏，（儲了很多磚頭做嫁妝？）這些

只是保障自己。」
說到同劇的唐詩詠與洪永城分手，宣萱表示：
「見到詩詠亦不敢提，她想講自然會講，無需刻意
問。（詩詠因分手而落淚？）分手會喊是正常，在
我角度認為分手會更清晰自己想要什麼，早知好過
遲知，總好過結婚後才發覺夾不到。現在發現都是
好事，感情無話誰對誰錯，兩個人行埋夾不到便分
開，最重要大家一齊開心。」
宣萱對劇集的反應相當關心，常看網民意見，最
開心見到有人讚配角們做得好。說到拍續集，她和
林文龍口徑一致，同樣是不贊成，覺得見好就應該
收，笑言通常續集都易出事。

適朋友能推薦選港姐，且潮流
也不興高學歷。自當選後一直
被 批 評 樣 子 不 美 ， Louisa 說 ：
「別人常說我樣子平凡都做到
港姐，我通常都回覆他們：如
你們出來選，我就選不到啦！
變相鼓勵其他人去選。」
應屆冠軍馮盈盈驚訝時間飛
逝，她的工作剛上手就已展開新
一屆招募，她表示身邊有模特兒
朋友也可推薦來參選，笑稱將來
如有女兒也會鼓勵她去選。

坤哥拒讓 JW 碰嘴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吳
業坤和JW（王灝兒）突破不同公司
的界限，二人合唱新歌《原來只因
深愛着》。昨日他們到電台宣傳，
坤哥透露：「今次首歌是《原來他
不夠愛我》和《矛盾一生》的合作
班底，相當難得。」
由於他們來自不同公司，所以各
自向自己公司保持溝通，JW覺得能
將他們的代表作合體成一首歌，感
覺很特別。但她強調二人在 MV 中
不會有拖手和親吻動作，在旁的坤
哥笑說：「你就想，我嘴唇好柔
軟，你這世都碰不到，哈哈！」JW
忍不住大叫救命：「我們在 MV 中
沒有關係的。」坤哥自言年紀漸
大，對愛情觀有改變，不只是為一
刻的快樂，希望追求一輩子的伴
侶。他強調很重視家庭觀念，將來
一定要開枝散葉。
JW 笑言在合作過程中常欺負坤

■吳業坤(左)和JW跨公司合唱。
哥，試過「P 圖」把坤哥的禿頭情
況變得更嚴重，頓把坤哥嚇驚。坤
哥稱試過一些生髮水，都沒有效，
有可能是因拍通宵所致。

支持華語金曲獎

草蜢走完埠11月開港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2017 華語金曲獎致敬香港回歸 20
周年頒獎禮」（簡稱「2017 華語金
曲頒獎禮」）將於 8 月 9 日假灣仔
會展舉行，並於昨日舉行「華語金
曲獎 2017 香港啟動禮」記者會，草
蜢 、 太 極 、 陳 柏 宇 （Jason）、林奕匡、吳國敬、
葉振棠、張立基、黃浩
琳、黎小田、徐小明、
■ 草蜢之後幾個月會忙
潘源良及向雪懷等都有
到無時停。
出席，以表示對華語歌
■陳柏宇婚後
曲的支持。
會「不設防
不設防」。
」。
學生參加中學生賽跑比
草蜢三子表示他們是來支
賽一樣。」Jason 近日忙於籌備
持華語歌曲，又自詡是樂壇中流砥 婚禮，問到進展如何？他說：「愈
柱：「除了廣東話，我們又唱過國 來愈煩，又要回禮、印帖，總之好
語和閩南話歌曲，認為做好音樂就 煩。之前以為好簡單，原來有很多
會有回報。」他們透露稍後會推出 事要辦。（可有拗撬？）無拗撬，
廣東碟，而記者會結束後就要趕去 因我全都聽老婆話，（你的錢是否
澳門作總綵排，之後再到美國及新 全給老婆？）梗係啦，我的錢即是
加坡開騷，到 11 月就在香港紅館舉 她的錢，我跟她說用完我的錢就要
行全新演唱會。提到近日他們入圍 用她那些。」
台灣金曲獎的「最佳演唱組合」，
Jason 透露與女友將於 7 月初行
傑仔表示今年是豐收的一年，能入 禮，之後會去有陽光的地方度蜜
圍已很開心，得獎與否順其自然。
月，至 7 月中才回港，而婚後會積

陳柏宇收入全歸老婆
陳柏宇對於獲提名「最佳粵語男
歌手」表示沒信心得獎，「好像小

極「造人」。問到為何不享受二人
世界？「其實我倆一起住了年幾，
大家可以磨合一下，結婚是我們一
直計劃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