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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四位出爐
國際中華小姐冠軍余思霆、亞軍林宣妤、季
軍馮盈盈(Crystal)及友誼小姐李虹臻，前日
到尖沙咀出席后冠及權杖頒贈儀式。
Crystal表示得獎後有不少贊助禮品，而

她是跟冠軍余思霆同房，兩人的禮品多到要
放在走廊。Crystal笑說：「有些健康食品
會送給親友，現金獎就會儲起來。」余思霆
自爆日前用了五千元請一眾佳麗吃飯，問到
可會來港發展？她不諱言有機會都會考慮，
因她很喜歡香港，但她目前仍是學生。提到
她於社交網站上載Cosplay相，那會否再玩
Cosplay？她笑說：「是萬聖節的扮相，因
為在紐約大家都很注重萬聖節，只是和朋友
一齊玩。」

林宣妤愛男友人品好
亞軍林宣妤表示會將部分獎金用來請親
友去旅行和吃飯，問到男友可有份？她笑
說：「家人、朋友都有份，(決賽當晚男友

舉燈牌支持你，對方可會特別多些獎勵？)
家人第一。」仍是學生的她，表示是否來港
發展要先跟家人商量，因還有年半才畢業，
加上來港發展有許多事情要處理，並否認不
是男友不批准。
問她喜歡男友什麼？林宣妤笑說：「我

喜歡人品好的人，(男友是富二代？)男友只
是一名學生，
只 是 普 通
人。」提到外
間對她男友的
外貌感意外，
她表現得有點
尷尬，並改以
廣東話回應：
「情人眼裡出
西施。」至於
男友可會感到
有壓力？她表
示不清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朱千雪前日出席新春活動，
獲堪輿學家麥玲玲指點迷津，玲
玲師傅批千雪於雞年可作電視、
電影和唱歌三棲發展，有準備爆
紅的機會。感情方面，千雪大旺
桃花，選擇機會夠多，但她雙眼
大較感性，處理感情上是有點
笨，易被人欺騙。而唇厚更是重
感情，所以玲玲師傅奉勸千雪不
要挑靚仔來做男友，還問她不停
進修，是否想揀才子，寫多兩首
詩？千雪笑道：「平時看心情，
寫詩都不錯！」玲玲師傅取笑
她：「寫詩不值錢，要來也沒
用，寫兩個股票號碼給你好過
啦！」

愛浪漫老實穩重男
問到千雪過去是否也容易受

騙？她笑說：「我不覺得。我樣
是蠢，但我醒的！」真的喜歡男
仔吟詩嗎？她坦言自己喜歡浪
漫，拍拖浪漫會開心點，擇偶條
件是想找個老實和穩重的，別讓
她擔心。
她也不想男生多朋友，主要是
自己愛留在家比較文靜，可一起
談談看什麼書、看哪齣戲，而不
是說去哪裡應酬。這樣的男友會
否很難找到？千雪笑言也不算
難，更暗示現有追求者，只是沒
時間跟對方聯絡，但有保持朋友
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黎耀祥前
日以「榮譽耆跡天使」身份，到樂富出席賽
馬會「腦動耆跡」計劃啟動禮。剛從馬來西
亞返港的他，表示因活動有意義所以要來支
持，並呼籲大家關注腦退化症，而他身邊亦

有朋友的媽咪患上這種病。
之前去了大馬為華姐做評判的祥仔，談

到賽果他透露其中黑白服裝的環節，他給2
號最高分，但因今年賽制特別，所以未到最
後他也不知結果。說起冠軍余思霆表示想跟
他上火星，祥仔笑指對方真的有眼光，所以
便贏出。這樣說老婆不擔心嗎？祥仔笑道：
「不怕，說笑而已，我老婆沒所謂呀，我們
好有信心。」對於各佳麗都很留意香港電視
圈，他也感到意外：「『人生有幾多個十
年』都記得，廿幾年前的《西遊記》豬八戒
都睇過，感覺幾得意。想不到自己這麼有市
場，有很多靚女鍾意。」
另外，祥仔在完成農曆年期間的美加登

台後，便會回港為無綫主持健康綜藝節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香港茶道總會葉惠民教授
聯同黎美言（Winkie）與師弟曾傅君（Rex）等出席香港
茶道總會、香港茶藝中心主辦之「香港茶道邁向三十周年
晚宴」。Winkie表示原定農曆年會隨慈善團體到柬埔寨做
義工，教導當地小朋友打泰拳，但因人數不夠未能成團而
取消，她扁嘴說：「現在改為周圍去拜年逗利是，不過今
年 29歲，還去逗利是有少許尷
尬，少許面懵，都想快點嫁人。」
Winkie 謂身邊朋友都替她着

急，都有介紹男生給她，但感情是
急不來。她笑說：「自己只好努力
保持童顏，令壽命延長。」問到可
接受姊弟戀？Winkie坦言較喜歡成
熟男士，因可照顧自己，最理想是
從商，覺得好吸引，以及可教她投
資。但也不可大過她廿年，最好是
十年內。Rex及後表示爸爸的朋友
很多都是四十多歲，可介紹給師
姐。

■四名得獎華姐前日領取
獎品。

朱千雪暗示有人追
可惜太忙無聯絡

華姐冠軍欲來港發展

黎美言恨嫁 喜歡成熟商人

華姐相約上火星 黎耀祥：老婆不擔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傅嘉莉
(Kelly)、岑杏賢(Jennifer)、薛家燕、莊思
敏、黃長興、麥玲玲、李丞責等前日出席
《新春開運王》記者會，其中傅嘉莉以紅色
透視裝配上黑色Tube Top現身，相當吸
睛。
Kelly被堪輿學家贈言最適合買樓儲錢，

她認同說：「 以前買樓三次，全部都有
賺，但現時已沒有物業。很多師傅都提議我
買磚頭，自己都有意思買樓。」問她的心頭
好是否數千萬元豪宅？Kelly即謂：「現時
普普通通的樓都要近千萬元，(不怕被指忽
然富貴？)清楚我的人都知我做模特兒時都
有不少工作，有很多作品，不怕被人誤
會。」問到師傅有否提及姻緣，何時會釣金

龜？她自言手頭上已有三個劇，將會很忙，
無時間談情說愛。
岑杏賢和袁

偉豪甩拖後，
情 傷 已 告 復
原，不過暫時
未有追求者，
她也不急於拍
拖。然而 Jen-
nifer有遵照師
傅指示，在家
中廁所位擺放
音樂盒來助桃
花，但否認想
拍拖，只是桃
花有助人緣，
對從事娛樂圈
的藝人大有幫
助。問到舊愛
袁偉豪有否相
約？Jennifer 表
示沒有，可能
對 方 忙 於 工
作， 而自己也
是剛從外地工
作完回港。

傅嘉莉愛磚頭 三度置業皆有斬獲

■黎耀祥(中)希望喚起人們對腦退化症的關
注。

■黎美言(右)獲師弟曾
傅君(左)讚不絕口。

■■朱千雪自認朱千雪自認「「面懵心精面懵心精」。」。

■《新春開運王》一眾參與者前日齊齊
「撈起」。

■傅嘉莉(左)和岑杏賢齊
做紅衣女郎吸睛。

香港文匯報訊 黃曉明和Angelababy
的愛情結晶品「小海綿」前早降臨世
上，當前者透過微博公告天下後，旋
即獲得海量祝福，不少更是圈中人
士。其中「海綿哥哥」的商業上拍檔
兼好友、女星李冰冰立即撲出來，連
忙爭住要做BB契媽，她在微博上寫
道：「真是說Baby，Baby就到～歡迎
吸收了超強基因的小海綿！ 我能報名
做乾媽嗎？」

其餘的兩岸三地明星如古巨基、張靚
穎、馮紹峰和倪妮等也紛紛留言，至於
本月初才為人母的林心如則留言：「歡
迎又一個小天使降臨人間～爹哋要好好
照顧大小Baby喔！」
楊冪也是送上類似說話，她稱「恭喜
曉明哥有了兩個Baby」。另一位「冰
冰」范冰冰也在網上致賀：「祝福Baby
和明哥！歡迎小海綿，快快樂樂健康成
長！」

好拍檔李冰冰搶做契媽

■李冰冰(左)第一時間表示要做「小海
綿」契媽。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藝能小子、李思穎）內

地男星黃曉明與上海出生的Angelababy(楊穎)結

婚逾年半，三個月前宣佈女方有喜，至前日早

上Angelababy於香港一間醫院順利誕下二人的

愛情結晶品「小海綿」。當「海綿蛋糕」黃曉

明把父子碰拳照放上微博，旋即獲得大量祝

福；而前日黃昏黃曉明對留守院外的記者表

示，當妻兒能出院時便會公告天下，但暫時先

讓Baby好好休息。

前天早上，Angelababy在丈夫黃曉明
和雙方家長陪同下，於香港一間醫

院誕下首胎男嬰。黃曉明隨即在前日中午
把一大一小拳頭接觸的照片放到微博，此
乃兩父子的手部合照，當時他寫道：「小
海綿降臨！！！母子平安。」

派老婆餅分享喜悅
到前日黃昏，剛榮升為父的曉明特地在
醫院門外快速會見傳媒，並向記者派發老
婆餅和樽裝水分享喜悅。整天留院陪愛妻
的曉明，下午6時左右在工作人員陪同下
會見醫院外逾30多名記者，他雖略顯疲
態，但笑容滿臉。曉明拿了兩袋老婆餅，
而工作人員則搬了三箱水來，曉明親自派
水和餅給大家。
受訪時，曉明分享了想講的說話，不足

一分鐘後他便沒再接受訪問，即匆匆返回
醫院，全程露面約五分鐘。曉明說：「不
好意思，我先講幾句。首先非常謝謝大家

的關心，而且你們也特別不容易來等我那
麼久，但是現在孩子還有Baby也是非常疲
憊，然後我特別感謝大家的關心，同時希
望大家能夠給我一點隱私，讓他們休息一
下。等到孩子在出院的時候，我會再告訴
大家，大家就不用這麼辛苦，等在這裡。
還有現在有少少的水及餅，因為大家等得
太辛苦了，希望你們也可以休息一下，然
後可以回家吃吃飯之類，謝謝大家的關
心。」至於跟曉明分屬老友的向太陳嵐，
就帶來嬰兒服裝到醫院探望。

品牌遷就來港拍攝
黃曉明稱兒子做「小海綿」，全因Baby

常叫他「曉明大哥」，而這跟「海綿蛋
糕」的發音接近。據報新任爸爸和家人是
提前來港做準備，以迎接新生命降臨，而
Baby產子時曉明全程陪伴在旁。有指曉明
最近推掉許多工作，以便留港陪伴太太和
兒子。而他作為天梭表全球形象大使，本
來是下周到內地拍廣告，但為了方便照顧
妻兒，品牌改為在香港進行，認真難得。
黃曉明先寫道：「想與大家分享一個幸福
的時刻：今晨Angelababy於香港順產生
子，曉明哥與家人一直全程陪護。AH(即
Baby和曉明)夫婦共同有了愛的美好延續，
從此 1+1=3，這大概就是幸福的模樣
吧！」及後兩夫婦的工作室再補充：「母
子平安，是個5.9斤(即6.5磅)的小伙子哦。
待小海綿成長為一個強大的男子漢，家裡
就多了個聯手打怪獸的人，媽媽只負責一
路升級(笑)。小海綿，歡迎你。」有內地網
民即把卡通角色「海綿寶寶」貼上Baby的
微博，逗得不少人會心微笑。

在港陪Angelababy生「小海綿」

黃曉明父子碰拳父子碰拳
勁溫馨

■■前晚黃曉明前晚黃曉明
會見記者會見記者，，稱稱
過 幾 天過 幾 天 BabyBaby
便現身便現身。。

■■黃曉明把支裝水和老黃曉明把支裝水和老
婆餅送給記者婆餅送給記者。。

■「海綿蛋糕」前日把父子碰拳的相片放上
網，旋即獲得大量網民送上祝福。 網上圖片

■Angelababy 前日早上在
香港為黃曉明誕下「小海
綿」，母子平安。 網上圖片

■Baby上月挺巨肚宣傳。 資料圖片

■余宜發幫葉惠民教授(左)做
司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