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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瑤領軍跳舞成功創健力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由「仁美清叙」

主席程瑤發起，與大舞台及宏星慈善基金合作
的「舞動香港正能量」創健力士世界紀錄活動，
昨日在九展舉行。活動發起人程瑤聯同活動音
樂總監吳國敬、舞蹈總監Sunny Wong、主唱
活動主題曲《人浪》的C AllStar成員釗峰，
以及一班圈中藝人黃心美、Super Girls、林奕
匡、天堂鳥及曹震豪等一起見證這項創舉，一
班歌手更會上台獻唱發放正能量。
最後經健力士大會認證後，現場隨即宣佈

近六百人齊跳現代爵士舞，成功創下健力士
世界紀錄，現場參與的學生與藝人表現興
奮。Super Girls表示原先想一起上台齊跳
舞，但因工作在身，活動舉行後才趕到過
來，她們說：「我們也想一起上台跳舞，不
過各自有工作在身，故轉為上台唱歌為大家
打氣。」其後她們不忙為隊長Aka宣傳她於
12月中舉行的慈善畫展，Yanny說：「今次
主題係圍繞女性，表達好多女權同女性主義
嘅嘢。」

N最愛香港點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
韓國男團 VIXX
隊長N昨日專程
來港出席活動，
現場吸引大批粉
絲到來，N先以
廣東話向粉絲打
招呼「大家好，
我 係 VIXX 嘅
N。」引來全場尖
叫聲。

聖誕將至，N最希望跟粉絲一起過，有時
間的話想跟隊友吃飯，當問到VIXX會否來
港開騷和工作大計，他表示如果有人邀請，
很樂意來港開騷，明年會繼續以VIXX成員
身份參與活動，也會以個人性質工作。之後
N和粉絲玩遊戲，他拿起《星戰》的激光劍
大擺甫士，最後更與粉絲抱抱，逗得粉絲們
心花怒放，最後N一口氣唱出兩首歌，
《Without You》 及 王 力 宏 歌 曲 《Kiss
Goodbye》。N受訪時表示之前同鄧紫棋合
作過，有機會都想再合作，之前他出席韓國
活動時曾暈倒，問他如何管理好健康，他笑
說：「粉絲可能不信，近日很用心做運動練
體能。」說到香港美食，他最愛點心、蛋
撻、芒果班戟。

趙麗穎放慢腳步休息
香港文匯報

訊 趙麗穎昨
日以一身露背
開叉黑色絲絨
裙，盡顯優雅
性感現身代言
活動。上個月
剛過30歲生日
的她一直忙於
拍戲，希望能
調整生活多休
息，以了解生
活的樂趣，她
表示：「之前
太累了，拍完
新劇《知否 .知
否 》就會調整
休息，放慢一
下腳步。」她
笑指自己跟台
灣很有緣，今

年年初曾與同為形象大使的郭富城到台灣拍
攝電影《西遊記：女兒國》。她自己對台
東、台中等地印象深刻，期望再次遊覽台
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玫、通訊員安莉三
亞報道）「第67屆世界小姐全球總決賽」前
晚在三亞體育中心舉行，來自全球118個國
家和地區的選手齊聚，角逐全球總冠軍。經
過激烈比拚，印度小姐Manushi CHHILLAR

獲冠軍 ，墨西哥小姐Alma Andrea MEZA
CARMONA及英格蘭小姐 Stephanie Jayne
HILL分別列第二、第三名。中國澳門選手藍
婉齡進入前15名。總決賽現場，有香港小巨
肺——譚芷昀(CELINE)演唱歌曲《HOW

FAR I WILL GO》，9歲的芷昀以高亢嘹亮
的歌聲，贏得了觀眾陣陣掌聲。中國香港小
姐黃瑋琦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今晚非常開心，雖然名次有不同，但所
有參賽的118位佳麗都是「世界小姐」。

祖兒接受訪問時表示日前去做身體檢查，上磅和度高
時發現，本來自己只有168cm高，現竟長高了3cm

再度發育，她笑說：「所以不爭在想身材也更玲瓏浮
凸。」問她想哪個部位更突出？她帶笑說：「我不是你們
想的那般，我其實是想條腰幼一點，以前做運動可以減
到，現在覺得要更努力做運動才可以有效果，所以現又開
始吃大閘蟹，我對一堆食物會有恐懼症。」記者取笑她現
都有人要，也不用太擔心變肥？祖兒笑笑口說：「不是這
樣講法，都要對自己有交代！」她表示之前與很久沒見的
同學聚會，由於他們不是娛樂圈中人不用keep得好fit，自
己則會擔心有機會變成同學們一樣，但他們卻會笑指自己
好幸福，叫她不好「恨」太多。

又想坐郵輪環遊世界
另祖兒又有心願去環遊世界，她坦言很想去坐郵輪，但

身邊朋友卻說這玩意好「老」，記者即叫她結婚便可坐郵
輪去度蜜月，她即避開話題說：「你們又講了，不會啦，
但你們真想得周到！」祖兒指最近弟弟偕女友去了冰島看
極光，編排了一個很好又浪漫的旅程，故對弟弟另眼相
看，笑指都可以叫男友劉浩龍編排一個浪漫旅程帶她去看
極光？她即甜笑「晤」了一聲表示這竟是最佳的回應。

洪卓立新髮型好唔慣
剛換了中間分界的洪卓立笑言對新髮型很不習慣，因他
自覺額頭不夠靚所以10年來從不露額，現感覺自己好像沒
穿衫褲出街一般，而女友雖接受他的新髮型，但也取笑他

似遊戲「街頭霸王」中的阿Ken 。
至於他自覺現太胖要減肥，特別想減
去其「玉面飛龍」，他解釋說：「我一肥
就肥在臉上來肚腩。」叫女友安排餐單？他
苦笑說：「我和她吃一樣的食物，但她仍是
那麼瘦，所以是沒用的，唯有靠做運動吧，或
者去曬黑一點。」他又自爆初入行時公司叫過他
曬黑，但怎樣曬也沒效果，便試過化妝塗黑塊
面，他自嘲說：「當時塗到似關公般黑，不過沒在
頸的位置塗，變成兩截色被人取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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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 寰亞電影《追捕》前
晚在港舉行首映禮，內地演員張涵予、戚薇及韓國女星
河智苑均有出席，由於影片於本月23日分別於海峽兩
岸暨香港、星、馬同步上映，導演吳宇森及男主角福山
雅治兵分幾路為新片宣傳無緣來港。
《追捕》曾於10月初參加過威尼斯、多倫多、倫敦及
香港亞洲電影節等多個影展，吳宇森更公開盛讚戲中演
女殺手的河智苑是「女版周潤發」，令河智苑開心得徹
夜難眠，河智苑也坦言自己是看港產片長大，最欣賞的
香港演員是周潤發和周星馳，更有幸於上海電影節中碰
見發哥，由於不知道吳宇森跟發哥分屬好友，當時亦沒
膽量走上前打招呼，唯盼將來能有機會合作。河智苑表
示自己向來喜歡吃，來港即品嚐了上海菜，卻因吃得太
飽要吃消化藥，不過無減她想吃中國菜的興趣，而她指
平日甚少下廚，最多是每年新年會炒辣年糕。

戚薇左額留疤痕
張涵予今次在電影中首露歌藝翻唱高倉健電影主題曲
《杜丘之歌》，而他首映禮上即席哼了幾句，他指40年
前已懂唱這歌，之前拍了MV，但歌錄了很多遍，感覺
要當個歌手很難。張涵予指今次動作演出特別多，但他
本身不是動作演員，而他開場就要不停跑被福山雅治追
捕，故拍得挺疲累，不過他很喜歡這劇本，就不由自已
去拍了。
內地演員戚薇戲中要講日語對白，但臨演出前才收到

修改過的日語對白，為求表現專業一面會盡快將劇本唸
好，另拍攝不久導演給她加了不少動作戲變成了打星，
更在一場打鬥戲中，被砸傷左額留下下疤痕，當時真的
不敢告知母親，她笑說：「反正我又不是走女神路線，
少許疤痕對我沒有太大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思穎）許廷鏗、張敬軒、鍾舒

漫等昨日出席南區旅遊文化節閉
幕禮，許廷鏗因轉會加盟華納，今
年是入行後首度不用參與無綫台慶節
目，他自言工作完後都很疲累，故此，
晚上會留在家看電視。
許廷鏗表示有中學同學在南區住，所以

經常來這區，當問到他讀書時期是否「校
草」，他自嘲那時「很唷」，不甚吸睛，
笑言入行被封為「將軍澳吳尊」先知自己靚
仔。說到他和胡鴻鈞的「HeHe」緋聞，許
廷鏗不介意說：「我剛推出新碟，要感謝
對方幫我宣傳，對方在《降魔的》劇中演
精靈不是人，看來要找他辟邪。」

許廷鏗留家看台慶

印度小姐贏世界小姐

福山無緣來港宣傳《追捕》

河智苑食滯上海菜

自稱再度發育長高自稱再度發育長高33厘米厘米

容祖兒容祖兒想更
玲玲瓏瓏浮浮凸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容祖兒與

洪卓立(Ken)昨日出席商場聖誕開幕禮，二人即場跟粉

絲玩遊戲，又向圍觀粉絲派小禮物和玩自拍，令現場氣氛變

得鬧哄哄。當司儀問到二人聖誕願望，洪卓立笑言自己太胖，要

拿走自己的「玉面飛龍」，祖兒則希望自己身材更玲瓏浮凸，應大則

大，應小則小，另外就是想放80日假去環遊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 黑妹同肥媽前晚在灣仔伊
館舉行尾場演唱會，嘉賓有農夫、喬寶寶、
羅敏莊同囡囡陳禛。個騷用棟篤笑形式進
行，黑妹同肥媽着住學生妹水手裝出場，肥
媽首先話：「大家鍾唔鍾意我咁着呀？呢個
係處女look，學生時我真係處女。」黑妹接
住笑話：「係柱女look，一個圓碌碌嘅柱女
囉！」其間有觀眾送花，2人即刻唔客氣
話：「花好貴，你們咁有心，不如畀利
是。」一講完，王俊棠就送上利是，2人落
台同觀眾握手時，亦都不停收到利是，收完
即刻攝入衫裡面放好。
騷後兩人在後台受訪，兩人表示今次合作開

show很好玩，但可惜不夠時間搞到cut了某些
部分，黑妹表示未開場前已cut咗一半，後來
喺現場再cut，今晚起（前晚）都有cut。肥媽
表示：「尋日個show係長點，如果超時要罰
錢，如果過咗12點的話要罰一場的錢，所以
即刻走。」黑妹亦表示今次感謝肥媽仗義相救
開show：「今次差唔多所有嘢都係阿媽精心
度出來，佢用心將屋企發生的事講畀大家聽，
所以笑料先咁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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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小姐獲印度小姐獲「「世姐賽世姐賽」」冠軍冠軍。。 安莉安莉 攝攝

■■容祖兒和洪卓容祖兒和洪卓
立出席立出席「「星願聖星願聖
誕誕」」開幕禮開幕禮。。

■洪卓立聯同祖
兒同歌迷自拍。 ■■容祖兒及洪卓立見證全港首棵浪漫流星許願樹之誕生容祖兒及洪卓立見證全港首棵浪漫流星許願樹之誕生，，場面熱鬧場面熱鬧！！

■■黑妹同肥媽黑妹同肥媽
着住學生妹水着住學生妹水
手裝出場手裝出場。。

■■趙麗穎趙麗穎

■粉絲們利用花花、星星等裝飾
變身成為特製人形花海聖誕樹，
並與洪卓立擺出甜蜜甫士。

■■印度小姐印度小姐Manushi CHHILLARManushi CHHILLAR獲冠軍獲冠軍，，墨西哥小墨西哥小
姐姐Alma Andrea MEZA CARMONAAlma Andrea MEZA CARMONA獲亞軍獲亞軍，，英格蘭英格蘭
小姐小姐Stephanie Jayne HILLStephanie Jayne HILL 獲季軍獲季軍。。 中新社中新社

■■程瑤程瑤

■■許廷鏗許廷鏗

■左起：河智
苑、張涵予及
戚薇揸槍有姿
勢有實際。

■河智苑走向
Fans互動。

■■韓國男團韓國男團VIXXVIXX隊長隊長NN
來港出席活動來港出席活動。。

■■林奕匡林奕匡 ■■吳國敬吳國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