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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黎瑞恩（小恩子）日前應邀飛

■小恩子為美國
華裔小姐競選擔
任特別嘉賓。
任特別嘉賓
。

到紐約康州為「2019 年度美國華裔小姐
競選」擔任特別嘉賓，演唱了多首經典
名曲，將會場氣氛推上最高潮。現場觀眾
十分熱情地舉起手機亮燈打拍子，全場氣
氛溫馨感人，小恩子更被台下熱情的觀眾感
動得眼濕濕。小恩子還被主辦方及參賽佳麗們
感動，指其雖然身在美國，但很愛國、民族意識很
強，滿口英文卻彈得很高水平的古箏，更對中國文化藝
術很有認識。中國人在外國依然好團結，以中國人為榮！而
■小恩子熱情地和台下觀眾握手
小恩子熱情地和台下觀眾握手。
。

今日那些香港暴徒的行為，實在令人汗顏。

目 睹 居 美 華 人 團 結 愛 國

黎瑞恩

感動得

眼濕濕

起手機亮燈打拍子，氣氛溫馨感人！小恩子也
被感動得眼濕濕，事後她笑言好彩忍得住冇喊
出嚟。

大讚佳麗勤力有禮
■ 小恩子先以
閃令令長裙晚
裝登場。
裝登場
。
第一環節，小恩子穿上閃令令長裙晚
裝，首先以《陽光路上》開場，佳麗們
以背心短褲展示活力伴舞，經過一輪問答環節
及才藝表演，小恩子換上瀟灑套裝第二次出
場，演唱《發誓》和《多情》時，11 位佳麗穿
着旗袍走台，當音樂播完時，小恩子見最後一
位佳麗仍未走完，即顯出「君子」風度手挽
着這位佳麗陪伴完成，台下拍爛手掌讚
賞小恩子的大將之風。而唱到最後
一首《一人有一個夢想》
時，現場觀眾情緒更加
熱爆，全場舉

在

大會安排由小恩子宣讀冠軍得主，事後她
說：「選美真係好刺激呀，個個都好靚，又有
才華，身材又咁 Fit，真係好難選。」最令小恩
子感動的是活動結束後，無論得獎或落選的佳
麗都好有禮貌地特登走到後台向她道謝。第一
次擔任美國華裔小姐選舉表演嘉賓，小恩子稱
讚：「見到佳麗們好積極、好勤力接受訓練，
覺得佢哋好乖又尊師重道，最感動是見到佳麗
們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互相幫助，台下大家
都好融洽，而且好有禮貌同修養。」
小恩子並謂：「已有二十幾年冇嚟紐約演
出，見到觀眾仍然咁熱情，搞到我好感動呀，
同佳麗們綵排《陽光路上》及《多情》時，非
常意外，完全估唔到她們跳得咁好，又齊整，
睇得出佳麗們同主辦方非常認真對待今次演
出，並非一日半日的努力，睇得出大家努力咗
好耐，我係好感動，恭喜晒冠亞季軍及每位得
獎佳麗，每位佳麗唔單止有智慧、有美貌、才
藝亦非常厲害。」

小恩子更感動的是，在才藝及問答環節，完
全看得出佳麗們雖然身在美國，但心仍然好愛
國，民族意識好好，滿口英文卻彈得很高水平
的古箏又對中國文化好有認識，完全難不到她
們。小恩子並讚揚主辦單位好有心宣揚中國文
化，雖然身在外國，但仍然宣揚中國人的光
榮，令到中國人在外國依然好團結。

吳楚天奪三料冠軍
11 位來自全美國各州的華裔佳麗在
舞台上施展渾身解數，爭奪「美貌與
智慧雙全」的后冠。佳麗吳楚天成為
三料冠軍的大贏家，摘得應屆美國華
裔小姐冠軍，同時奪得「最完美體態
獎」及「最佳旗袍美態獎」；亞軍岑
欣怡亦同時獲得「最佳晚裝演繹獎」；
季軍佳麗陳果果同時獲得「友誼小姐
獎」及「網上最受歡迎獎」。吳楚天將
代表紐約前往香港參加國際中華
小姐選美。

方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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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祖兒自爆同張智霖「同居」

農夫笑爆全場

《刻不容緩》。
接着Joey繼續派福利，她謂：「我好努力
做咗十四場，明日我放假，今日阿姐好高
興決定賣大包。」然後唱出《祝君好》，
在觀眾沒有心理準備下，張智霖突然升
上台同 Joey 合唱，張智霖笑言想請大家
食多粒糖，兩人便在台上自爆同居關
係，張智霖謂：「我哋兩個關係，正
所謂遠親不如近鄰！」Joey：「今日
披露大家知一個秘密！唔好同人講，
我哋係同居關係！哈哈！不過，同
居，不同層！我哋住同一大廈，見得
最多係喺停車場同電梯，舞台真係第
一次！好多謝張智霖拍緊賀歲片，特
登請幾個鐘假來支持我，老婆靚靚都
有來睇騷！真係多謝佢一家。」

農夫一開始就玩大踢爆：
「其實扮咩驚喜，大家一早
知我們係今晚嘉賓， 好多
人收到嘉賓名單，下場係草
蜢！」C 君：「我作為你嘉
賓，要同全場觀眾負責，好
想講一聲對唔住，好抱歉，
大家之前睇嘅是張學友、劉
德華、古天樂，跟住今晚係
農夫！你話點算呢！我抱歉
自把自為應承Joey做嘉賓，
今晚我們不再唱任何歌，不
再折磨你們聽覺，請放
農夫任Joey
Joey演唱會嘉賓
演唱會嘉賓。
。
心。」然後兩人一同抵死唱 ■農夫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江海迦（AGA）
以露腰裝現身電台宣傳新歌《Everyday》，預計明
年初推出第三張個人大碟，所以這陣子埋首寫歌。
她透露因自己寫歌比較慢，已有年多沒有推出新
專輯，很期待再推出新碟，同時今年 10 月底會再
與一位前輩歌手合作開騷，問到何時舉行個人演唱
會，她指公司已入紙申請紅館檔期，越快越好，自
己隨時準備好，始終踏上紅館舞台開個唱是每位歌
手的目標和夢想，希望明年推出專輯時可以達成。
她也想與同門的 Gin Lee 可以做巡演，因可以跟粉
絲分享音樂，感覺很開心。
AGA 又自爆日前在新居寫歌時發生愛貓走失疑
雲，事緣她寫歌之際，突然發覺在家飼養的愛貓不
知所終，AGA 和媽咪嚇得驚惶失措，因平日為免
愛貓溜走出街，已經長期關窗，於是她們便上 20
多樓逐層搵，找遍整個屋苑，找了二個多小時都找
不到，最後始發覺隻貓躲在衣櫃入面的櫃桶裡，
AGA 估計是剛搬屋要霸地盤，最奇是牠如何把櫃
門關上。

劉永被《小 Q》感動回歸影壇
香港文匯報訊 久久未有在香港露
面的資深演員劉永，被《小 Q》劇
本和導演羅永昌打動，飾演任達華鄰
居，回歸港產片。劉永直言掛念香港
觀眾，這些年雖然在內地發展，但只
要有好劇本，絕不介意回港拍戲。
劉永過去和華哥已合作多次，二人
惺惺相惜，今次還要和導盲犬合演，
他大讚本身已受導盲犬協會訓練，
懂得和人好好溝通的小 Q 十分乖
巧。「好開心可以和動物拍戲，好
考耐性，羅導演亦很有心機和耐性
去拍。」現時沒有養寵物的劉永說
過去曾飼養兩隻古代牧羊犬，狗
狗離世時傷心欲絕，感覺似失去
親人一樣。談及工作近況，他表
示一直都在內地拍戲，古裝、
時裝也有，將來有機會都希望
回港拍自己喜歡的電影。
口碑極佳的《小Q》上映
後曾有戲院出現口述影像
疊聲的情況，觀眾在觀
映時除了原有的演員對

■ 劉永在
劉永在《
《 小 Q》 中
飾演任達華的鄰居。
飾演任達華的鄰居
。
白，還有一條旁白聲，雖然戲院已第一
時間作出修正，但對小部分觀眾造成困
擾，電影公司和導演都表示十分抱歉！
導演羅永昌說：「《小Q》特意做了
口述影像安排，讓香港 18 萬視障人士
也可同步和觀眾入戲院觀看此片，意外
發生了給視障人士的口述聲軌同步播
出，而引致一間戲院有兩條聲同時出
現，雖然已經即時作出補救和跟進，但
我們對影響了部分觀眾仍然感到萬分抱
歉，戲院方面亦會加強警覺，避免再出
錯。」

袁文傑 放下傷痛謝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容祖兒（Joey）一口氣做了 14 晚演唱會，昨晚終於可以
休息一天，為此 Joey 於前晚特別賣大包，明
「醒」該晚觀眾，表演嘉賓「加碼」上陣，
請來兩個組別農夫和張智霖助陣，為全場萬
多人送上驚喜。
前晚捧場藝人有袁詠儀、余安安、許廷
鏗、胡鴻鈞、劉佩玥和緋聞男友周志文等
等，Joey 弟弟容逸恆坐在山頂觀眾席上，Joey
便坐在自稱是紅館 360̊的高空纜車同細佬對
唱，轉過頭見到農夫於人群中出現，三人便
合唱《特別嘉賓》，現場氣氛熾熱，接着農
夫步上舞台，C 君和陸永發揮搞笑本色，如同
帶給觀眾一個小型棟篤笑，笑爆全場，Joey更
多次笑到單膝半跪地上。

AGA
入紙申請紅館檔期

■袁文傑
（左二）出
席謝票活動
時和觀眾合
照。

香港文匯報訊 袁文傑為其配音電
影《貓咪媽咪 Home》出席謝票活
動，之前忙於拍劇的文傑，知道不少
朋友欣賞完此電影後紛紛表示喜出望
外，整個配音令人又笑又驚喜。文傑
的愛貓囝仔早前因病離世，文傑更陪
同貓貓走到最後一程，所以文傑相信
囝仔會陪他謝票，希望囝仔可感受觀
眾對文傑的支持，同時為囝仔帶來祝
福。
現場觀眾除大讚文傑配音活靈活現
外，更感激他放下傷痛來親身答謝觀
眾，文傑說遇上此電影是緣分，盼望
此卡通電影能為每位香港人帶來快
樂，希望每個人看完都有得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