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

《2018香港小姐競選》昨日進行複

選面試，共有51名佳麗從150多位

參賽者中突圍而出，首輪面試中多

位疑有整容、紋身及質素平庸的均

無緣再面試，多位高質佳麗如黎瑞

恩的世姪女吳天兒（Tiffany），

「翻版鍾楚紅」、狄易達舊愛陳曉

華（Hera）及「縮水楊怡」李敏嘉

（Annabelle）等都順利入圍。

晉身複選的51位佳麗昨早分批坐車到電
視城，黎瑞恩世姪女吳天兒（Tiffa-

ny）表示兒時已認識對方，對方有教她面
試時要淡定些，見傳媒時要常掛笑容。見
她一身古銅色皮膚，原來她有一年時間在
泰國做義工，到當地山區教小朋友英文，
愛心爆棚，現時單身的她笑言想漂白皮
膚。
熱門人選「翻版鍾楚紅」陳曉華

（Hera），被揭原來是狄易達的前度女
友，問到達仔有否鼓勵她選美，Hera只
微笑沒有回應。前As One成員陳苑澄
（Tania）稱平時少去沙灘，所以穿泳衣
見評判時有點緊張，雖然她早已入行習慣

面對鏡頭，但不覺得評判會因此加分，最
重要還是看自己的表現。獲張堅庭提名的
丁子田，解釋對方是她姑媽的好友，面試
前也有傳信息鼓勵她。

高學歷者德語示愛
外表平凡但擁有高學歷的陳筠婷（Co-

co），用德語向記者說「我愛你」，又大
派韓式心心手勢。懂得六國語言的Coco
現讀犯罪學碩士，對晉身複試感意外，也
不介意有網友譏笑她像「壽星公」和「大
番薯」，因為都是香港代表之一。澳洲回
流參選的Olivia擁有法律、音樂雙學士學
位、三個演奏級的作曲家，曾奪得2015

全國青年作曲大賽冠軍，作品更在悉尼歌
劇院播放一個半月，成績彪炳。

有意沿用全民投票
23歲的Agnes仍未習慣見傳媒，緊張心

情令其未有自我介紹便想離開。同樣是23
歲的黎智也因過分緊張令表情生硬。首輪
面試大擺港女甫士的ZaZa昨日收斂不少，
只露出燦爛笑容表示有太多甫士會被人訓
話。而Suki雙手按肚的姿勢，被網友取笑
像被人活摘器官，她坦言也有留意評語，
解釋自己不懂得擺甫士。而澳洲返港參選
的Helen，昨日豪放女上身，真空穿白色連
身裙「透點」搶鏡。

有份到電視城的姚羽嘉和瑜伽導師Li-
la最終沒有見傳媒，經大會解釋原來有
佳麗的資料不符合參賽資格。無綫非戲
劇分部經理暨節目監製何小慧覺得今年
佳麗的膚色都比較黝黑，可能跟時下女
仔愛去曬太陽有關，她透露有不少女仔
都放棄複選面試機會，過往也有類似情
況出現，幸好外表漂亮的女仔都有來。
賽制如何？何小慧稱未有最終定案，預
計會挑選20位或以上佳麗入圍，全民投
票也會沿用，但形式仍要再開會討論，
並強調面試佳麗如有其他公司合約在
身，必須先處理好才能參選港姐，以免
日後有不必要的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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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
Jessica C.剛生完兒子不久，昨日
便出席活動，見她已經完全修
身，差不多已回復產前的身形。
問到生完第二胎的感覺？Jessi-

ca C.表示感覺比第一次還好，因
為這次生產過程較快較容易。問
到老公安志杰有何獎勵？Jessica
C.笑說：「他經常都送我禮物，
不過他都很驚喜，生第二個也一
樣驚喜！」至於女兒有否妒忌多

了個弟弟？她笑言女兒也有點妒
忌，不過她都是個 sweet girl：
「當我抱着弟弟的時候，她就拿
着公仔來抱說我都有BB！」會否
計劃再追多一個？Jessica C.搞笑
說：「我現在先要睡覺，遲一點
吧，現在有兩個小朋友感覺最好
不過，但其實我們都喜歡大家
庭，最多三個或四個吧，也不能
太多小朋友，因為會比較難去專
注照顧他們！」

Jessica C.話最多生四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陳法拉昨日為香薰專門店
主持剪綵儀式，到場的嘉賓尚有王敏奕、Jessica C.、馬天
佑等。
法拉此行來去匆匆，前日專程從美國回港出席完活動，

今日又飛返美國。她表示在美國四年的戲劇課程已經畢
業，完成碩士學位後暫沒打算修讀博士學位，不過仍留在
美國是為了拍戲試鏡。法拉坦言在美國至今去試鏡接近有
20齣戲，當中有荷里活的電影和電視劇。她表示：「其實
近年需求華人面孔已經多了，一直亞裔佔美國人口比率只
有5%，不過現在多了很多劇本角色，沒特定人種去演，只
要適合都有機會，算是引入了不同的新元素。」法拉亦表
示即使有試鏡機會，甚至傾到合約，亦未必會被選中演
出，因為尚要過電視台、發行、導演及監製很多關，故不
一定被揀中，但她仍會做好自己的角色，以新人態度面對
挫敗，繼續當作為工作一部分，這心態亦必須要好健康才
可以，因為當地很出名的演員也一樣需要通過試鏡這一
關。
返美國後，法拉會再會合法籍男友，計劃到法國西南

部海邊地區度假，也會到酒莊、薰衣草園親近大自然。

笑問到海邊會否穿比堅尼，又會否跟粉絲分享？法拉笑
說：「當然會穿泳衣，分享就看情況，大家到時留意
啦！」

馬天佑避談借衫風波
孫耀威日前在網誌上指責一位「馬生」的不是，指對方

向他服裝店借衫出席某品牌活動，結果卻是穿了他的衫去
參加私人結婚派對，馬天佑卻自己對號入座向孫耀威道
歉。昨日馬天佑出席活動時記者問他身上穿的衫是否借來
的？他尷尬地表示身上的衫屬於自己。對於孫耀威的指
斥，馬天佑指事件發生了亦成過去，他要做的也做了。是
否已向孫耀威道歉？他表示不會再講，但要做的已做了。
對方還在生氣或已作出原諒？馬天佑只說：「也不想再
講，是與同事之間溝通不清楚，自己亦有錯的地方，着衫
之前沒有去了解過！」問到是否犯了一些低級錯誤？他表
示是一次不可犯的錯。知否孫耀威以後會不會再借衫？馬
天佑表示不講了，但會否驚了借衫？他說：「平時同事知
我工作行程後，造型同事會幫我搵衫，沒逐步去問，不過
現會更加去了解清楚！」

陳法拉美國不斷試鏡求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韓國
Hip-hop男團MONSTA X前晚假九展
舉 行 《2018 MONSTA X WORLD
TOUR "THE CONNECT" in Hong
Kong》。為拉近與港迷距離，全晚約
兩個半小時的演出中，MONSTA X狂
講半鹹淡廣東話，搞笑之餘亦顯誠
意。
7 位 成 員 元 虎 、 I.M、 民 赫 、

Shownu、周憲、基賢、亨元前晚先以
一身閃爆銀色歌衫登場，唱出《Jeal-
ousy》、《Be Quiet 》及《Beautiful》
打頭陣炒熱氣氛！
7子之後輪流用廣東話自我介紹，又

對着港迷說：「好掛住你哋」，亨元
則關心歌迷的五臟六腑，問道：「大
家食飯未呀？食咗啦呵？」台下歌迷
即時回應。
然後，他們嫌港迷反應未夠狂熱，

索性即興freestyle Beatbox、跳舞搞氣
氛，最搞笑的當屬亨元，他笑言剛在
港吃了蝦，於是示範跳段蝦仔舞，超
級鬼馬。
MONSTA X亦特別分成3個小分隊

表演，其中元虎、民赫和基賢唱出
《Only one of you》；
周憲偕Shownu則唱出Bouno Mars

的《Versace on the floor》，周憲更除外
套晒麒麟臂；亨元和I.M就表演《Fake
Love》。
講起香港，他們表示想起周星馳及其

電影《少林足球》，又說要在港食好多
美食。其間，發生音響出問題的小插
曲，成員們仍臨危不亂還先關心港迷的
耳仔，幸之後都順利解決。
唱《Rush》時，7子呼籲全場歌迷站

起來一齊high，掀起高潮。勁歌熱舞過
後，成員們不忘用廣東話跟港迷互動
說：「飲啖水先呀」、「我哋正唔正
呀」。
尾聲時，周憲表示港迷總給他們很大
動力，他們並承諾會爭取明年再來港。
之後又用廣東話講「一齊影相」，邀全
場歌迷大合照。最後，7子唱出《If
Only》為演唱會畫上句號。

MONSTA X冧港迷 狂晒半鹹淡廣東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汪
明荃（阿姐）與粵劇名伶衛駿輝將
於九月一日假沙田大會堂舉行《荃
情·觸動生命》慈善粵劇演出，為
靈實協會籌募經費，昨日阿姐與衛
駿輝出席發佈會，並透露當晚二人
會演出任白的粵劇戲寶《帝女
花》，她飾演長平公主，近日已開
始做功課唸劇本。
阿姐表示平日多是演自己的劇

目，《帝女花》只演過一兩次，而
長平公主的角色比較難演，唱曲及
對白都比較多，感情起伏每場都好
豐富， 有戲癮就好。 問到演出前
會向白雪仙（仙姐）拿貼士？阿姐
表示都會：「 我有時都會去探仙
姐，都會睇返以前仙姐嘅電影版，
領會一下當時佢嘅演出，（會唔會
喺屋企綵排畀老公家英哥睇，叫佢
畀意見？）又冇喎。」
阿姐透露將於13號與家英哥聯同

明星足球隊前往俄羅斯睇世界盃決
賽， 因未去過當地，故此都很期
待。

汪明荃赴俄羅斯睇世界盃決賽

香港文匯報訊 由馬浚偉（馬仔）主理的舞台
劇《偶然·徐志摩》最後4場將於本周四起續演。
馬仔日前利用休息空當辦了一個座談會，與70位
觀眾一起分享觀劇感受。出席座談會的觀眾年齡
層相當闊，最年輕一位僅13歲，當中也有不少長
輩級的，這令馬仔非常開心和感動，足證舞台劇
無分年齡性別界限，同樣可以達到深入人心的效
果。他表示，之所以決定開座談會，是希望在整
個演出完結前，好好聽取各方回響、觀眾意見，
因為今次之後，暫時沒有計劃再演徐志摩了，所
以更需要收集觀眾的意見。

馬浚偉搞座談會收集意見

■■法拉稱會以新人態度法拉稱會以新人態度
面對挫敗面對挫敗。。

■■衛駿輝衛駿輝（（左左））和和汪明荃汪明荃（（右右））
將合演將合演《《帝女花帝女花》。》。

■■MONSTA XMONSTA X勁歌熱舞勁歌熱舞。。■■馬浚偉跟劇迷分享觀劇感受馬浚偉跟劇迷分享觀劇感受。。

■■Jessica C.Jessica C.

狄易達舊愛入圍狄易達舊愛入圍黎瑞恩世姪女黎瑞恩世姪女
51佳麗晉身港姐複選

■■陳曉華被陳曉華被
揭原來是狄揭原來是狄
易達的前度易達的前度
女友女友。。

■■吳天兒獲吳天兒獲
黎瑞恩教路黎瑞恩教路
面試時要淡面試時要淡
定定。。

■■丁子田丁子田
獲張堅庭獲張堅庭
提名提名。。■■李敏嘉被指是李敏嘉被指是

「「縮水楊怡縮水楊怡」。」。
■■前前As OneAs One成成
員陳苑澄面對鏡員陳苑澄面對鏡
頭從容頭從容。。

■■ 佳 麗佳 麗 HoneyHoney
HoHo被網民睇好被網民睇好
入圍入圍。。

■■「「縮水薛凱琪縮水薛凱琪」」
楊釩亦入圍楊釩亦入圍。。

■■這位佳麗貌似這位佳麗貌似
何超蓮何超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