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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6位候選
港姐伍樂怡（Kelly）、雷莊 𠒇 （Ju-
liette）、黃瑋琦（Emily）、黃凱琪（Su-
ki）、胡美貽（Nicole）和邱晴（Man-
dy）昨日到中環碼頭對出為big big chan-
nel進行「快問快答」直播。
人氣高企有「仙氣李若彤」之稱的伍樂
怡（Kelly）昨日狀態明顯回升，她表示早
前因患感冒影響狀態，現在已差不多痊
癒，但因天氣炎熱令皮膚出現紅斑。Kelly
表示在快問快答中不怕被問到敏感話題，
坦言無事不可對人言，即使被揭私隱，她
和家人、男友也做足心理準備。對於被指

似李若彤，Kelly說：「好開心，因為李
若彤好靚，多謝大家讚我。我自己不敢評
論似不似，之前也沒人話我似，我只覺得
自己似爹哋。」提到比賽有機會進行淘
汰，12入圍佳麗未必能全數進行決賽。
Kelly 坦言未有所聞，說：「有少少驚
訝，因為未聽過，不過都不會太擔心，對
自己有信心和做好自己就可以。」

邱晴目標減10磅
高人一等的黃凱琪（Suki）穿短褲大騷

長腿，她坦言自己轉數慢，希望在「快問
快答」環節中不會被考起，她說：「希望

問題會簡單些。（任何問題也可問？）都
會先過濾才答，如有答不上的會講讓我想
想再回答。」
17歲的邱晴（Mandy）自言是個害羞的
人，選港姐正好讓她挑戰自己，她相信問
答環節中的問題太難，而且她也未習慣面
對太多人，平時在家也要對住鏡子練習，
甚至回學校向老師、拳館師兄們請教。體
重最高的Mandy希望與網民分享美食心
得，笑言自己是「為食妹」。笑指她不用
減肥時，她說：「已經開始減肥計劃，目
標減10磅，現在每天只吃生果、蔬菜和雞
胸肉，和媽咪一起做愛心飯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鄧紫
棋（G.E.M.）、林欣彤（Mag）、鄭
融、麥潔文人前晚錄影《流行經典50
年》，素有「小巨肺」之稱的G.E.M.
和Mag更會合唱《A.I.N.Y》，原唱的
G.E.M.表示二人聲量差不多，所以不
用特別遷就對方，也大讚Mag把聲好
勁和唱得很好。
9月開個唱的G.E.M.，VIP票價高達

1980元未必讓人負擔得起，她表示有
留意網民意見，但未聽到有粉絲說負擔
不起，反而聽到有買不到貴飛的人，因
為高價飛數量太少。問到VIP有何特別
福利，她說：「保證坐頭六行的握手
位，可以入後台與我見面，還會有神秘
禮品包。」有指G.E.M.搭上好友JW的
舊愛造型師，問她會否請緋聞男友去看
演唱會，她說：「我已經重申未到結
婚，都不會公開講感情事，要等結婚才
會公佈另一半。」笑指她與男友已有結
婚計劃時，她說：「以前想25歲結
婚，現在離25歲只有一個月時間，應
該都計劃失敗，所以現在已經沒有計
劃。」
對於JW坦承與G.E.M.已很少聯絡，

問到二人是否因情反目，她否認道：
「我們沒有芥蒂，最近是少見朋友，超
蓮都有投訴過。」G.E.M.稱傳聞讓本
來不尷尬的事都變了尷尬，但相信友情
若果夠堅固，見到朋友開心，自己都會
開心。提議她可約JW一起兩對情侶去
旅行，G.E.M.笑指要等超蓮有拖拍才
能成行。問她是否間接承認拍拖，她
說：「我好像沒承認過，也沒有否認，
只是我不介意大家說這些。」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李慶
全）香港八和
會館昨日於油
麻地戲院召開
「2017 會員大
會暨第 38屆理
士會選舉」，
八和會館主席
汪明荃出席向

會員報告過去一個年度的會務。
阿姐透露，八和會員大會正式通過修
訂會章，理事會任期由第38屆開始將
由2年改為3年制。而過去一年，八和
亦進行了幾個項目的工作，包括為慶賀
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而籌劃的「經典
粵劇慶回歸：《觀音得道》、《香花山
大賀壽》」，3場已於文化中心圓滿演
出，是次製作動員200台前幕後人員，
另亦從廣州邀請了14位武師一同演出
已有60多年沒演出過的排場戲，希望
做到承傳的意義。
阿姐指出在培育新人方面，油麻地戲

院場地伙伴計劃已推行5年，繼續展開
第二個3年計劃，現時共有新秀演員
128名，共籌劃了664場演出。而除了
技藝培訓，阿姐指八和亦重視交流，先
後帶領新秀到過重慶、成都、北京、杭
州及台灣等地拜訪不同劇種具代表性的
劇團。阿姐亦透露過去一年八和籌辦了
多項粵劇展覽，包括於時代廣場及機場
也有搭建有關粵劇文化的展覽及展館。
至於今年展望，阿姐見接近開大會時

間會員出席人數仍不太踴躍便說：「我
覺得會員有點散漫，因為要夠一百人出
席才能正式開大會，大家都以為個會有
一千人，就個個都會來出席開會！」問
到若果會員再投票她連任主席，又會否
當仁不讓？阿姐笑說：「如果大家選我
都會再做，因為西九戲曲中心年底才竣
工，明年還要裝修、試場，到明年底才
能正式開幕，而這是我一手去搞的，也
想有個圓滿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劉美君近日接受電台訪
問，向來敢作敢言的她更分享了自己愛情
觀的轉變。
劉美君18歲、未於樂壇出道，已經下嫁

首任丈夫電影導演黃泰來。她坦言之前曾
經和不少靚仔拍拖，但因為小時候受父母
關係影響，她指父親年輕時也俊俏，但就
有過三段婚姻，所以對於「俊男」，她一
直沒太大信心，認為「靚仔」就代表沒本
心。她說：「我本質是喜歡靚仔，但我會
想，為甚麼靚仔要喜歡我？我覺得自己不
配靚仔吧！」這種想法亦影響她在兩段婚
姻的取態，但事後她發現這個想法並不正
確，「當我選擇兩位丈夫時，我刻意選擇
唔靚仔，我以為這樣會令我們關係比較
work。但原來唔靚仔，都會有問題，哈
哈！」
劉美君與現任男友Steve在美國交往八

年，不少人大讚她另一半高大俊朗，劉美
君笑指經歷兩段婚姻後，才明白到雙方關
係穩定與否，與伴侶的外表無關後，漸漸
放下舊有的想法：「現在我想通了，學精
了！既然靚仔同唔靚仔都會有問題時，當
然揀靚仔啦！好又一餐，唔好又一餐，那
我就『食好啲啦！』哈哈！我的karma
（佛意：因緣）是和靚仔在一起，就和靚
仔（發展）吧！」

不說前夫半句壞話
劉美君首段婚姻育有一子一女，1992年
離婚後，再於2002年經好姊妹林憶蓮介紹
下與第二任丈夫在美國結婚，與第二任丈
夫亦育有一女。問及兩次離婚原因有什麼
不同，劉美君說：「我一直以來接受訪
問，都不會講前夫半句壞話。你問我為何
離婚，我都會說是我的問題。我對不同的

事，都有很高要求，令人好辛苦啊！會令
身邊的人覺得，很難達到我的標準。（即
使對方行差踏錯都認為自己不對？）對方
行差踏錯當然是他不對，但我從不會公開
怪責對方。」
現在劉美君與公認靚仔的男友Steve交

往8年，關係甜蜜。她表示男友說過會迎
娶自己，但她不會強求且會再作考慮。

蕭正楠與
黃翠如

這趟第三度情侶
檔出席活動，玩足一

小時，問是否酬勞優厚？阿蕭笑說：「要
收OT錢啦！」翠如則笑指是開心價，不
過情侶檔的酬勞確比單人較高，但實際數
字要問經理人才知。問翠如是否也代收男
友的酬金？阿蕭笑着抗議說：「我唱歌好
貴的，還要唱兩首哩！」翠如忍讓說：
「我的那份也給他好了！」
阿蕭跟翠如一出場已在打情罵俏，翠如

取笑看完阿蕭扮女人的造型仍留有陰影，
不過他倆常一起打遊戲機，還會下廚，翠
如負責協助遞鑊鏟、幫男友抹汗和洗碗。
至於征服對方的必殺技，阿蕭笑指絕招是
夾糖給女友，翠如也承認喜歡吃甜，零食
是其力量。翠如最近的新絕招，就是曹永
廉傳給她十多張一個系列阿蕭的女裝相，
她還恐嚇阿蕭說：「你要乖乖哋，否

則……哈哈！」

笑曹永廉破壞感情
翠如剛到過日本拍《嘟姐去 shop-

ping》，阿蕭趁新劇煞科即飛往會女友，
翠如坦言看到「蕭佳麗」落晒型令她感到
好頭痛，所以全程陪他吃，阿蕭表示之前
要拍落水戲，故在橫店都不敢吃飯，去到
日本就變了飯桶，但他們都沒吃胖回來。
問有否順勢在日本求婚？翠如搶着笑說：
「最近『蕭佳麗』太深入民心，等我先定
吓驚！」阿蕭苦笑尚有幾張絕密照片在曹
永廉手上，翠如帶笑指阿廉應該想破壞他
們的感情，傳完阿蕭的內衣照又傳女裝照
給他，阿蕭無奈自嘲：「40E 很少見
吧！」翠如又忍不住說：「好在你是男
人，如果是女人我真想打你！」阿蕭竟肉
麻地哄女友說：「我這麼辛苦都是想賺多
點錢，讓你將來可過舒適的生活！」翠如
甜在心裡說：「講呢啲！講咩都無用！」

情 侶 檔 出 騷 打 情 罵 俏

情 侶 檔 出 騷 打 情 罵 俏

翠如用用「「閃卡閃卡」」

恐恐嚇嚇蕭正楠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李慶全）蕭正楠

與黃翠如昨日情侶檔出席活動，席間跟

粉絲大玩遊戲，阿蕭更即場唱了兩首歌。二人你一

言我一語，表現甜蜜，翠如就自爆最近有新絕招來恐嚇男友要

乖乖哋，就是阿蕭扮女人的造型「閃卡」。

G.E.M.強調
跟JW無芥蒂

香港文匯報訊第19屆台北電影獎
昨晚舉行，《再見瓦城》是本屆得獎
大熱門，導演趙德胤、男女主角柯震
東、吳可熙一同走紅毯，成為焦點所
在。
柯震東憑《再》片爭影帝寶座，去

年他已入圍金馬影帝，評審事後表示
他其實是亞軍，柯震東昨日說：「但
是這次對手都不一樣。」他指心情很
興奮但不緊張，前一晚睡得很好，身
上也沒帶幸運物。有望爭影后的吳可
熙表示，自己是抱着學習的心情來參
加，出門前外婆和媽媽有跟她叫「加
油」。

汪明荃願連任八和主席
望見證西九戲曲中心竣工

柯震東再爭影帝不緊張

將婚姻失敗責任攬上身 劉美君寧揀靚仔做男友

■左起：雷莊𠒇 、伍樂怡、黃瑋琦、黃凱琪、胡
美貽和邱晴昨到中環進行直播。

■■柯震東柯震東、、吳可熙一吳可熙一
同走紅毯同走紅毯。。 中央社中央社

■■汪明荃汪明荃

■■二人更拖着手做甜品二人更拖着手做甜品，，顯合拍度顯合拍度。。

■■蕭正楠送蕭正楠送
花給翠如花給翠如，，
令對方一臉令對方一臉
冧樣冧樣。。

■蕭正楠早前遭好友曹永廉
出賣女裝扮相。

■■G.E.M.(G.E.M.(左左))
讚林欣彤把聲讚林欣彤把聲
好勁好勁。。

■■AGAAGA、、RobynnRobynn ＆＆ KendyKendy和麥家瑜惺惺相惜和麥家瑜惺惺相惜。。

■蕭正楠與
黃翠如第三
度以情侶檔
出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AGA、Robynn ＆ Kendy、周殷
廷、麥家瑜、符致逸昨日到Mira Place出席GIMME LIVE音樂
會。談到其新歌《吃定我》講述女仔被男仔「食住」，AGA坦言
之前都未唱過這般慘情的歌，令她錄音時都沒笑過。問她現實中可
有被男友食住？她謂：「好彩未試過，遇到的人都講道理，好少嗌
交。（你就男仔定男仔就你多？）我都幾好脾氣，遇到的人都幾好
脾氣，所以都幾和睦。」不過，她表明接受不到大男人的男性。

AGA好脾氣 拍拖少嗌交

■■劉美君分享劉美君分享
了自己愛情觀了自己愛情觀
的轉變的轉變。。

伍樂怡狀態回勇 有信心入港姐決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