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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藍「阿銀」上身搶鏡 謝芷倫為自己平反被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
儀）黎耀祥前日以代言人身
份，在樂富出席親子烘焙工
作坊活動，並即場示範整麵
包。祥仔表示在家中也有整
麵包給兒子做早餐，又笑言
自己是阿茂整餅。
祥仔表示做了代言人後，
經常都會在家中整麵包，也
有教兒子整包，不過兒子近
日就最愛煎牛扒，他也有試
過兒子的手勢。問到兒子是

否為追女仔而學煎牛扒？祥
仔笑道：「唔知呀，(你當年
都係用呢招追女仔？) 我唔
使啦。」
近日祥仔與蘇玉華主演的
劇集《載得有情人》收視理
想，前晚祥仔更自掏腰包請
食飯慶功，如收視再好就叫
阿蘇請。問到祥仔預算收視
有多少點？他表示收視很難
預期，但求反應口碑好已很
開心。對於阿蘇表示若收視

有四十點便會結婚？祥仔笑
言要大家幫手，谷爆收視。
在《載》劇中祥仔飾演小

巴司機，對於有網民拿他跟
在電影中曾扮演小巴司機的
林雪作比較，祥仔即笑道：
「我型佢好多呀？其實每個
行業都有啲另類的人，其實
我係為的士及小巴司機平
反，唔好以為佢哋爛撻撻，
有好多好有型，好似我
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張慧儀、陳家樂與柳妍
熙前日出席《為香港美麗城市而奔跑》開幕禮，平時甚
少跑步的張慧儀笑言最大的運動就是每天來回接送兒子
上學放學。有傳慧儀與羅霖合作拍攝纖體廣告時不和，
她說：「大家都是成熟的人，拍攝過程我都很投入，沒
有留意報道到底寫到甚麼情況。」慧儀稱與羅霖自《真
情》合作後，相隔十多年才再合作，私下並不算深交。
早前在食店被灼傷大腿的柳妍熙，表示受傷部位長了

很多水泡，幸好醫生稱不會留下疤痕，但提醒她不要行
走太多和不能曬太陽。稍後會去巴黎時裝節的柳妍熙笑
言最擔心到時不能穿短裙亮相。
陳家樂早前拍攝電影《破風》不幸受傷，他表示重新

投入拍攝踩單車的戲份時也有陰影，始終不敢踩太快。
他說：「原本上星期要拍一場跟其他單車手踩單車時肩
撞肩的戲份，我有跟導演說現在做不到，因為肩骨仍未
康復，導演只好找替身代拍。」提到他受傷後反而工作
大增，笑問是否因禍得福，家樂說：「不能這樣說，反
而是知道身邊很多人關心自己，之前同事專程飛到台灣
照顧我，甚至幫我洗澡也不介意。」

張慧儀
湊仔返學當運動

胞弟震東吸毒出事

柯家洋委婉方式告誡

■周秀娜將再以《分手100次》的
角色小嵐身份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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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家洋（右）稱與柯震東
的兄弟情沒變。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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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男星柯震東
涉毒獲釋後返台，「台北地檢署」
訂昨日上午傳喚柯震東到案說明。
而柯震東前天舉行道歉會後，隨
即他在微博上貼出一張親筆寫着
「對不起大家，我一定更好」的字
條，網友紛紛回應為他加油打氣。
至於柯震東的胞兄柯家洋日前也
帶自組的地下樂團「南瓜妮歌迷俱
樂部」在花博公園舉行的音樂節演
出。
柯家洋又坦言，爸爸從小對他稍
微嚴厲一點，要他當榜樣，但希望
弟弟開心，通常對柯震東用講的、
不兇，改以身教不再當虎爸、虎
媽。柯震東吸食大麻事件後，柯家
洋表示兄弟感情未變，柯家洋稱會
用委婉的方式告誡弟弟做錯事，而
非單純安慰他，他說：「我站在哥

哥的角度要鼓勵他，但不是鼓勵他
做壞事，必須引導他什麼是對的，
但他自己也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
錯。」

蕭亞軒發短訊打氣
有人指柯震東在出席北京及台灣
道歉會表現兩極，前者淚流滿面，
後者平靜鎮定，柯的前女友蕭亞軒
前日下午在台舉行專輯簽唱會，蕭
亞軒表示：「自己有看北京的道歉
會，但台北的部分就不忍再看，我
連新聞都不敢看，怕看到他脆弱的
樣子，我會忍不住哭出來。」
她亦透露在柯震東返台後已第一
時間向他傳短訊打氣，至於柯震東
說以後不去夜店，蕭亞軒則避談。
另柯談到家人因為他的關係受到關
注，一度對自己灰心，甚至想乾脆

退出演藝圈，加上不想讓大家看到
他不堪、很狼狽的樣子，可是又必
須面對，兩度淚崩，蕭亞軒呼籲粉
絲要多給他一點機會。
此外，簽唱會上，蕭亞軒的3歲侄
兒Kiston，現身擔任神秘嘉賓，讓蕭
亞軒大感驚喜，對侄兒又親又抱，
她又笑言「他（侄兒）在家裡很害
羞，但上台完全不一樣，說不定可
以培養一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周秀娜前日為下
周演出的音樂舞台劇《能
者舞台仲夏日》進行綵
排，已非首次演出舞台劇
的娜姐，笑言觀眾喜歡她
在電影《分手100次》的
角色小嵐，所以劇中她再
以小嵐身份出現。舞台劇
將有殘疾人士一起演出，
娜姐表示與他們合作沒有
大困難，只是有些細節需
要留意，有時要向他們發
出訊號，她說：「他們好
厲害，我都有學少少手語
和他們溝通。」娜姐希望
透過舞台劇發放正能量，
不斷提醒自己不能忘記對
白，因為演出沒有NG重
做的可能，她笑道：「現
在要開始儲多些腦力去記
對白，之前自己有看過詹
瑞文與梁洛施的舞台劇，
可以乘機偷師參考一
下。」

黎耀祥幫小巴司機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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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澤(左一)、佘詩曼(左二)及李雲廸(右一)等擔任
大會評判。 ■十位佳麗以泳裝示人。 吳文釗 攝

■陳凱琳以羽毛裝溜冰
為港姐選舉揭開序幕。

■王祖藍模仿節目《沒女大翻身》中阿銀
考佳麗急智。 吳文釗 攝

今年大會玩一人一票投選港姐冠
軍，先由評判選出最後三強佳

麗，再由觀眾投票選出冠、亞、季，
今年總投票人數有255,955，其中冠
軍邵珮詩最得民心，不單獲評判、三
位星級選民鄭裕玲(嘟姐)、陳百祥(叻
哥)及容祖兒睇好，更獲156,191觀眾
票選成為冠軍，票數遠遠拋離得
28,894票及24,903票的亞軍及季軍。
三強人選在當選前，先接受大會司
儀及星級選民考驗，回應網民的批評，
之後再由現場觀眾投票，其中冠軍邵珮
詩獲得351票like，季軍何艷娟就得253
票like，相反被封的「自信王」的亞軍
王卓淇，卻被網民指其寸，她死撐說：
「呢啲唔使理。」最後她獲得266票
dislike，比like還要多，十分瘀爆。
邵珮詩打破「友誼小姐」無緣問

鼎冠軍后冠宿命，連她都沒想過會奪
冠，不過就不信這個「詛咒」，抱住

做好自己心態，亦多謝父母的支持。
現時她的心情既感動如像發夢，希望
16個女仔之後一起食個大餐。而最滿
意是在答問和跳舞環節都很淡定。
亞軍王卓淇覺得像在發夢，雖然對

自己是有信心，但宣布入圍時都呆住
了，證明努力沒有白費。季軍何艷娟
很多謝父母的支持，因參賽期間壓力
很大好驚，幸得媽咪鼓勵自己「一定
得」，給予她很大勇氣，所以在台上
發揮得好！成就都是歸功媽咪。

黃碧蓮不慎露胸墊
最上鏡小姐由15號 邵珮詩以一票

之微險勝3號黃碧蓮，大會先選出二
人，再由15人全女班組成的評判團即
場投票選出，她們分別有朱千雪、李
詩韻、胡定欣、莊思敏、黃智雯、姚
子羚、黃翠如、唐詩詠、陳庭欣、王
君馨、鄧佩儀、將家旻、陳貝兒及岑

杏賢，其中姚子羚亦有投15號一票。
3號黃碧蓮身穿tube dress進行自我介
紹時，不慎露出大塊胸墊，雖然獲嘟
姐睇好，但最終捧蛋而回。
今屆港姐司儀由錢嘉樂、王祖藍及

崔建邦擔任，而港姐司儀鐵腳曾志偉
今年就改與叻哥、嘟姐及容祖兒擔任
星級選民，大會評判則有佘詩曼(阿
佘)、黃宗澤(Bosco) 、李雲迪、伍穎
梅及黃英豪博士，去屆港姐冠軍兼最
上鏡小姐陳凱琳(Grace) 以溜冰表演
為晚會揭開序幕。
評判之一的國際著名鋼琴家李雲
迪，以鋼琴伴奏十位佳麗表演溜冰舞
蹈，其中5號梁詩其露出四吋長事業
線，十分養眼，可惜魔鬼身材及淡定
的表現未能為她打入三甲，而賽前被
視為大熱的一號謝芷倫，在負面傳聞
兼狀態大跌watt之下，落敗亦是意料
中事。

友誼小姐奪冠創先河

邵珮詩贏15萬票膺港姐票
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李思
穎）錢嘉樂相隔15年再做港姐司儀，
剛開始就說15年人事幾番新，以前站
在身旁的兩位前輩叻哥和志偉已坐在
台下做了「星級主持」，志偉就反窒
嘉樂下年可能被燉冬菇，又指以前的
港姐做晒她女朋友，令嘉樂很尷尬。
而叫到各司儀選心中最愛時，叻哥、
嘉樂、祖藍分別選秀姑、湯盈盈、李

亞男，輪到崔建邦時便顯得難以啟
齒，鏡頭就影着「前度」唐詩詠，祖
藍即說「完咗啦」，令兩位當事人十
分尷尬。王祖藍分別以韓國型男「刀
敏俊」造型現身，繼而便是「沒女」
阿銀上身，扮得維肖維妙。
「是非港姐」1號謝芷倫可以用一

支火柴時間自辯負面新聞，她滔滔不
絕否認結過婚，即時被阿叻窒是問

「訂婚」。3號黃碧蓮上次給嘟嘟姐
考口才讀急口令，連「行行地」都跟
住讀，非常可愛，今次黃碧蓮以英文
急口令考嘟姐，當嘟姐想聽多次時，
她竟說「上次（準決賽）都考我」，
令全場大笑。另Joey擔任星級評判，
她會想一些難題考佳麗，笑言：「會
問她們靚還是我靚，如果大家說我靚
便會立刻入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吳文釗）《2014香港小姐競選》前晚假將軍澳電視城舉行，15

號邵珮詩成為三料冠軍，同時奪得最上鏡小姐及友誼小姐，她更成為首位奪冠的友誼小姐。亞軍

為9號王卓淇、季軍為7號何艷娟，旅遊大使獎由11號吳凱欣奪得，賽果爆冷，就連星級選民曾

志偉聽到三強人選時都呆了一呆。
冠軍：邵珮詩

亞軍：王卓淇 季軍：何艷娟

■左起：李詩韻、王君
馨及莊思敏齊齊選出最
上鏡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