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李慶全李慶全））高海寧高海寧（（高高
LingLing））昨日於婚紗展上當模特兒昨日於婚紗展上當模特兒，，演繹了一套演繹了一套
婚紗及三套晚裝婚紗及三套晚裝，，所穿款式包括有透視所穿款式包括有透視、、大露大露
背和谷胸背和谷胸，，相當性感相當性感。。曾說不再性感的她表示曾說不再性感的她表示
前日試衫時感覺都很性感前日試衫時感覺都很性感，，然而也沒法選擇然而也沒法選擇。。
問她今次行騷酬勞一定很好吧問她今次行騷酬勞一定很好吧？？她笑言應該都她笑言應該都
是開心價是開心價，，但是否已夠供樓但是否已夠供樓？？高高LingLing笑說笑說：：
「「給我多些給我多些JobJob才夠才夠，，不過月尾收樓不過月尾收樓，，現在很現在很
期待呀期待呀！」！」
對於有指她現供樓月供要兩萬元對於有指她現供樓月供要兩萬元，，高高LingLing

笑指大家都幫她計得好清楚笑指大家都幫她計得好清楚，，其實她身家不其實她身家不
多多，，供樓以外還要付管理費供樓以外還要付管理費、、地租地租、、差餉和差餉和
家用很多開支家用很多開支，，希望可儲多點錢再買多層樓希望可儲多點錢再買多層樓
並夠供首期並夠供首期。。記者笑她那真的不可收起性記者笑她那真的不可收起性
感感？？高高LingLing笑說笑說：「：「都可以都可以，，間中露出來才間中露出來才

矜貴矜貴，，像剛才我出來時像剛才我出來時，，大家都大家都
嘩一聲嘩一聲！」！」至於想多買一層至於想多買一層

樓樓，，她坦言是自己不懂投她坦言是自己不懂投
資資，，而且又不算大使都儲而且又不算大使都儲
到點錢到點錢，，所以覺得買磚頭所以覺得買磚頭
收租較好收租較好；；並指緋聞男友並指緋聞男友
鄧智偉現時無樓鄧智偉現時無樓。。

目標目標3535歲前結婚歲前結婚
提到她說過兩年提到她說過兩年
後結婚後結婚，，高高 LingLing
謂謂：「：「不是不是，，無人無人
講過講過，，不過自己不過自己
一向喜歡一向喜歡BBBB，，所所
以會看着自己年以會看着自己年
紀紀，，心目中想心目中想3535
歲前結婚歲前結婚。。現在現在
我是我是2929++11，，大家大家

別這麼心急吧別這麼心急吧！」！」對對
於鄧智偉於鄧智偉，，她坦言是她坦言是
「「好好朋友好好朋友」，」，當問當問
她是否單身時她是否單身時，，高高
LingLing即大叫救命要即大叫救命要
找經理人解圍找經理人解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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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被拍到接載男友的張寶
欣，澄清對方只是相識多年

的朋友兼舊同學，而她自己也有正
常社交圈子。還有當時不止他們二
人，也有其他朋友在場，只是選取
相片上沒見到其他人而已。

被傳媒跟感吃驚
寶欣又否認男友人有追求之意：

「當日我約了家人吃飯，他也約了
朋友在附近吃飯，知道他會喝酒，
所以叫他別開車，由我接載。」問

到報道有否嚇怕男友人？寶欣笑
道：「嚇親我多些，未試過被人跟
蹤，我都是關心朋友，而且我也做
慣『柴可夫司機』。」
對於明天再有一位佳麗被淘汰，

寶欣稱感到壓力，但會保持平常
心，且也沒多餘時間去想，只有做
好自己就不怕出局。會否擔心報道
影響入圍機會？「這些都是我生活
的一部分，我會拿個平衡。（家姐
張寶兒有什麼說話？）有叫我加油
和記得入油。」
邱晴（Mandy）被揭曾參與酒商

選美活動兼且獲獎，她解釋該活動
是媽咪的朋友做搞手，碰巧其中一
位候選者失場，臨時拉夫下她才頂
替空缺。曾表示要積極減磅的
Mandy，透露現為122磅左右，較
高峰期的130多磅進步不少，她
說：「會繼續努力，沒定下目標要
減到幾多，望落去滿意就得。不會
強求要減到一個磅數，這樣會太辛
苦。」

兩大熱門未驚過
熱門人選伍樂怡

（Kelly） 和 何 依 婷

（Regina）都對自己有信心，不
怕被淘汰，Kelly說：「盡力做好
自己，也沒多想誰會被淘汰，因
不想這件事發生。所以我們一班
女仔私下都沒提及，怕講出來會
更緊張，都是順其自然。」抱平
常心的Regina表示參選後突破自
己已感滿足，尤其能接觸演戲方
面的知識。
個子較其他佳麗矮

一截的梁雯蔚（San-
dy），已做好心理準
備：「知道明天會有
一分鐘表演環節，如
被淘汰都會接受，坦
然面對。」見她好像
打定輸數時，Sandy
說：「不想希望愈
大，失望愈大，這是
未雨綢繆，不是打定
輸數。」

港姐明天再叮走一人

邱晴邱晴努力努力減磅減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

11位港姐候選佳麗昨日到校園與

big big channel小明星進行問答比

賽，眾佳麗穿上校服短裙散發青春

氣息。對於明天再有一位佳麗被淘

汰，她們都表示會盡量做好自己，

雖然受賽制所限，但也不想看到再

有佳麗被Out。至於經常見報的張

寶欣，則否認被傳媒拍到接載男友

一事，表明二人只是相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鍾鎮
濤（阿B）昨天在會展的高級視聽展
舉行音樂分享會，現場以值約280萬
港元的優質音響播放其Hi-Fi碟收錄
的《一段情》及《讓一切隨風》等作
品，觀眾聽後均報以掌聲，讓阿B也
笑謂首次不用唱歌也有掌聲。他隨後
介紹女兒鍾懿出場，並一起合唱《閃
閃星辰》，還大讚女兒做了一份很好
的暑期作業。
阿B與鍾懿一同受訪，後者指上台

表演時感到有點害羞，阿B即爆女兒
手心也冒汗，不過對其表現感滿意，
聲線夠響亮又不刺耳。雖然不是
Hi-Fi聲，但也算不錯，有90分。問
他會否教女兒唱歌技巧？阿B笑指女
兒不聽他講，反而是自己跟她聽歌。
鍾懿坦言將來想當歌手，不過會把書
先讀好才考慮，目前沒跟老師學唱
歌。阿B也笑住對愛女說要打醒十二
分精神，否則就不夠她唱了，因連監
製也很驚喜讚她很叻，所以也緊張她

會唱得不好。至於這張Hi-Fi碟銷情
理想，經已「翻單」，阿B透露稍後
亦會推出黑膠版。

鍾鎮濤讚愛女唱得好

■鍾鎮濤找來女兒鍾懿幫其宣傳
Hi-Fi碟。

張寶欣否認拍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葉振
棠與露雲娜昨日在會展舉行「Hi-Fi
專輯鑑聽會及簽名會」，後者大讚棠
哥唱歌很勁，懂得運氣所以唱歌很長

氣，即使她唱了很多年歌，也希望不
斷學習，故叫棠哥教授錄音技巧。棠
哥即笑言最重要是曲不離口。
棠哥表示最近推出的五張唱片都有

一首原創歌，今次發燒碟他特別挑選
了失明歌手蕭煌奇的《你是我的眼》
寫成廣東話版，棠哥說：「很開心蕭
煌奇給我版權，而這首歌也最適合我
唱，因我視力都有問題！」又透露今
次也有收錄劇集《戲班小子》及《飛
越十八層》的插曲，一樣是被忽略的
靚歌。

問棠哥與露雲娜有否考慮一起開
騷，二人齊聲表示可以一齊做，會
向老闆提議一下。不過棠哥指與葉
麗儀去年向紅館申請舉行「雙葉演
唱會」，但三次都不成功，他無奈
說：「大家都知紅館不批不用解
釋，今年惟有自己在文化中心先
做，葉麗儀就在伊館做！」又透露
「雙葉」首次演唱會在 1981 年舉
行，到1984年再舉行過，距今已有
30多年，希望明年能申請成功再於
紅館演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劇
集《踩過界》一班演員王浩信、李
佳芯（Ali）、蔡思貝、張振朗、陳
庭欣等昨日到商場進行「盲俠的愛
情」宣傳活動，眾人分組玩遊戲惡
搞劇中的親熱情節。
王浩信預告劇中與李佳芯將有一

幕激烈床戰，但因蔡思貝躲在床下
底，被張振朗誤會他們玩3P。浩信
稱平時很少和家人一起看劇，也不
敢讓女兒收看，擔心劇情兒童不
宜。他說：「我盡量避免給女兒看
到我和其他女演員的親熱戲，怕她
會有混淆，將來她長大後自然明白
這是我的工作。」思貝笑言現實中

未試過撞破男友偷情，「慶幸能在
劇中嘗試，當是人生一種經歷，原
來投入角色後都會感到心痛。如現
實中遇到這種事，相信我會消失一
段時間，可能我也不是一個稱職女
友。」

李佳芯否認公司打壓拍拖
一直有傳李佳芯與緋聞男友陳炳

銓受公司壓力而要低調拍拖，Ali對
此否認，稱只是自己想低調處理感
情事。「只是正常交往，如現在都
沒有一個正常交往的人，連我自己
都驚。」又指被認為是「美女與野
獸」的關係，她都覺得幾浪漫。

葉振棠明年想開「雙葉」騷

《踩過界》有床戲 王浩信不敢被女兒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吳文
釗）由藝能製作主辦、集合歌神許冠
傑（Sam）和樂壇校長譚詠麟（阿
倫）攜手演出的12場《阿SAM & 阿
TAM HAPPY TOGETHER 演 唱
會》昨晚於紅館開鑼，特首林鄭月
娥、鄺美雲、薛家燕、李克勤、曾志
偉等前來捧場。舞台以四角星形設
計，甫開場先播放一段由許冠文錄下
的片段，片段中許冠文稱一生只喜歡
兩個歌手，一個是阿Sam、一個是阿
Tam。又稱一生未見過二人一起唱

歌，所以好興奮，更呼籲觀眾整晚別
玩電話，要熱烈地尖叫歡迎他倆。
分別以金、銀色西裝打扮出場的阿

Sam和阿倫，二人先唱一輪經典歌
曲，包括由阿Sam彈結他、阿倫彈鋼
琴合唱《Imagine》 、《Long and
Winding Road》，到唱《最佳拍檔》
時，阿Sam更發現家燕姐有入場欣
賞。之後他與阿倫在台上大展舞技，
不過二人舞姿像跳早操，十分搞笑。
到唱《笑看人生》及《最緊要好玩》
時，他倆走勻全場，瞬間將現場氣氛

升溫，唱完勁歌後更向歌迷致謝。

讚《雙星情歌》有詩意
之後二人分享開騷心情，阿Sam大
讚歌迷表現興奮，又叫大家一起喊口
號：「阿Sam與阿Tam，Friend過打
Band，今晚有排 Jam，Fans 脷 Lam
Lam。」阿倫就興奮地表示隔了半個
世紀，終可與偶像阿Sam合作，更稱
一有開騷消息即捲起搶飛熱潮和哄
動，同時大讚阿Sam寫的《雙星情
歌》很有詩意。前來捧場的粉絲也花
盡心思，分別組成巨型的「Sam」和
「Tam」燈牌，蔚為壯觀。
開騷前阿Sam和阿倫先到紅館外舉

行拜神儀式，吸引近百粉絲前來支
持，更有粉絲即場點歌。拜神後，阿
倫已急不及待要吃燒豬，一馬當先自
己拿起燒肉刀就切，又切下燒豬皮讓
阿Sam吃，向阿倫示意不吃燒豬的阿
Sam，最終盛情難卻下接過燒豬皮，
但未有品嚐。

阿Sam阿倫紅館騷開鑼
唱經典金曲 獲林鄭撐場

■葉振棠(左)希望三度舉行「雙葉」
演唱會；旁為露雲娜。

■■在開騷之前在開騷之前，，阿阿SamSam和阿倫跟特和阿倫跟特
首林鄭月娥首林鄭月娥((中中))合照合照。。

■■許冠傑許冠傑((左左))和和
譚詠麟譚詠麟((右右))的攜的攜
手合作演唱會手合作演唱會
於昨晚開鑼於昨晚開鑼。。

■■一眾候選港姐昨天與一眾候選港姐昨天與
小朋友進行問答比賽小朋友進行問答比賽。。

■■ 張 寶 欣張 寶 欣
((左左))否認接否認接
載男友載男友，，強強
調該人是舊調該人是舊
相識相識；；旁為旁為
邱晴邱晴。。

■(左起)伍樂怡和何依婷不擔
心會出局。

■■高高LingLing拒講鄧智偉拒講鄧智偉
是否真命天子是否真命天子。。

■■高高LingLing表示表示
藉藉「「買磚頭買磚頭」」
作投資作投資。。

■■高海寧這襲晚裝谷胸高海寧這襲晚裝谷胸
上陣上陣，，非常誘人非常誘人。。

■王浩信(右)重演《踩過界》
和李佳芯(左)的床上激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