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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際記者鄭雲風）日
本前美女主播小林麻央，昨晨不敵癌魔
離世，終年只是34歲。她的丈夫、著名
歌舞伎演員市川海老藏，昨日帶着傷痛
心情出席記者會，他透露趕回去見愛妻
最後一面時，麻央用極虛弱的音量對他
說「我愛你」才離開人世。憶及愛妻離
世，海老藏不禁當場留下男兒淚，更在
網誌寫上「人生中最悲泣的一天」。而
在記者會後，海老藏更要抑壓悲傷情緒
準備演出，他的專業態度更教人感到難
過。

三年前確診乳癌
小林麻央於2014年確診罹患乳癌，之
後又傳出癌細胞擴散到肺、骨頭、淋
巴，情況並不樂觀。她在本月初出院回
家休養，許願要抗癌成功，繼續陪在老
公身邊當個「更好的伴侶」，無奈天不

從人願。小林麻央出身於東京都，2010
年和海老藏結婚，婚後她減少演藝活
動，專心照顧兩名小孩。確診乳癌後，
她在去年9月開設網誌，分享抗癌生活。
去年BBC認為該網誌給予癌症病患甚至
其他人勇氣，故選她為全球百大女性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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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十優港姐
麥明詩（Louisa）昨日出席商場活動時，透
露有留意今屆港姐的面試者，她笑言年年質
素大致一樣，自嘲當中也有女仔比其更靚。
Louisa表示最有印象是張寶兒的妹妹張寶
欣，和跟Louisa一起上演技班的杜芷綾。
Louisa稱杜芷綾有詢問過她關於選美的意

見，她說：「她是我演技班的同學，很有潛
質，可塑性高。她問我選美是否入行的好途
徑，我都有鼓勵她參選，因為機會的確是較
多。」對於今年有外籍佳麗參選，Louisa認
為香港是國際化城市，應鼓勵和接納她們，
但承認如不懂廣東話會較輸蝕。「外國的選
美活動都會有少數族裔參加，香港都可以更
開放。」

希望保留全民投票
至於有面試者被質疑整容，Louisa表示也

有留意，她說：「做這行都是想令自己更出
色。以我為例，公司都有很多靚女，靚過我
的大有人在，令我都很自卑。不過接受到自
己不是最靚後，就會找方法去找出自己的價
值。」有傳今年港姐會取消全民投票環節，
Louisa希望能夠保留，一來作為節目這是吸
引觀眾的因素，二來選出來的港姐，受眾始
終是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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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陳凱琳
（Grace）與曹敏莉（Mandy）昨日到九
龍灣出席活動，適逢昨日是Grace的26
歲生日，她透露昨晚是與男友鄭嘉穎食
飯慶祝，又透露已收到男友送的生日禮
物。
Grace表示生日願望每年都一樣，就
是希望開開心心和健健康康，而晚上就
跟鄭嘉穎食飯慶祝，但未知吃什麼菜
式。「可能有Suprise呢。」她又透露已
收到男友送的一份很靚亦很實用的禮
物，但不想透露是什麼，「不想經常公
開禮物，總之很合用，是首飾。（今晚
可能會收戒指求婚呢？）不會，（如果
男友求婚呢？）我們有共識。」身旁的
Mandy笑指這些無人會知，Grace就笑
說：「都好啊……講笑而已！（幾時嫁
人？）順其自然啦。」
問之後會否與男友去旅行慶生？
Grace指未有時間，因男友忙於在內地
拍戲，她也要在香港拍攝新劇。不過她
都特別感謝男友特地從內地返港兩天為
她慶生，感到很開心，知對方要兩邊頻
撲很疲倦，幸好昨晚不用開工，可一齊
食飯慶祝。

好友識應屆外籍佳麗
另外，問到Grace可有留意今屆港姐
時，她表示有留意報道，其中一名外籍

佳麗Christina是她朋友的好友，如對方
有需要的話，Grace也樂意提供貼士。
Grace也建議對方要多練習中文，因自
己當年中文也不佳，惟有多講去補救。
對於今屆佳麗的質素，她覺得幾好。
而大師姐Mandy亦有留意今屆港姐，
她表示屆屆都有特別突出的參賽者，正
如Grace那一屆。Mandy笑言亦會留意
一些好的佳麗，招攬做慧妍會員。
提到當中有女孩疑似整容，Mandy笑
說：「相信評判會識揀，（可覺得以前
的佳麗較天然？）時代不同，我們以前
是簡單、很純，上台都會驚，但現在潮
流轉變了，需要去適應。但我就崇尚天
然。」

結婚與嘉穎有共識結婚與嘉穎有共識

陳凱琳順其自然陳凱琳順其自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林欣彤
（Mag）昨日獲老闆王祖藍陪伴到電台宣
傳新歌《奇怪》，她笑指祖藍是個奇怪
的老闆：「祖藍是毫無私心幫所簽的每
一個藝人，例如可以隨時解約。（方便
你隨時結婚生仔？）不是呀，就是這種
信任和空間，我才不想走。」她又指老
闆一直都很尊重自己的想法，今次這首
歌也有她想要的班底和做法，令她很感
激。問到二人會否合唱？祖藍笑說：
「要看Mag姐，我不想拖累她，同我合
唱就變成《流行經典50年》。」Mag則
表示有機會都想合唱。
Mag又透露年底將會舉行首次個人售

票演唱會，
地 點 尚 未
定，場數則
視乎老闆信
心。祖藍即
笑說：「開
半場啦！阿
Mag 唱半場
走，我騎劫
她 的 演 唱
會，下半場
由我唱！（投資很多錢在Mag身上？）
她沒有蝕錢的，有錢賺，她是我的港幣
搖錢樹。」

林欣彤感激祖藍 無私心兼信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王
馨平（Linda）昨日到電台宣傳下月
23日在文化中心舉行的一個中樂形
式音樂會，她透露今次會與百多人的
中樂團合作，屆時會唱電影金曲，亦
會唱《別問我是誰》及《不要躲避我
的眼睛》。
問到歌衫方面會否繼續有驚喜？

Linda笑說：「你們現在好留意我的
衫，到底大家希望我性感還是不性感
呢？我搜集大家的意見先。」提到之
前她在電視的慈善節目中的低胸性感
打扮，遭到觀眾投訴，Linda無奈地
說：「其實件衫前面有層肉色薄紗，
並非真的那麼暴露，（穿旗袍配合中
國風？）Good suggestion。 」

狂吃像再度發育
保養得宜的Linda表示全靠做瑜

伽，近日她更兼職教人做瑜伽，問到
可有被學生「集郵」？她指學生以外
國人居多，故沒被要求「集郵」。她
笑謂每次上堂都全情投入，用很多精
力，落堂之後會很肚餓，食很多東
西，好像再度發育。

小林麻央病逝 海老藏痛泣

■市川海老藏
憶述亡妻小林
麻央(小圖)時
淚流滿面。

網上圖片

■■陳凱琳昨晚和陳凱琳昨晚和
男友鄭嘉穎男友鄭嘉穎「「撐撐
枱腳枱腳」」慶生慶生。。

■■曹敏莉相曹敏莉相
信港姐評判信港姐評判
識得揀識得揀。。

■王馨平在稍後的音樂
會將獻唱電影金曲。

■林欣彤(左)不介意和王祖
藍(右)合唱。

音樂會穿性感歌衫

王馨平無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千億新抱」李
徐子淇身為香港救助兒童會的贊
助人，除出錢支持外也會身體力
行，把教育四名子女的愛心散播
給社會上其他有需要的小朋友，
以配合該會理念鼓勵社區推廣親
子樂，並向家長灌輸「正向管
教」的信息。日前子淇偕同卡通
人物Peppa Pig一起擔任該會的兒
童大使，還與多位小朋友製作風
箏和拍攝短片，以推廣於下月19
日起假灣仔利東街舉行之「齊畫
Kite·快樂『家』年華」活動。

袁詠儀在出席活動時，被問到有否留
意Celine因參加《全美一叮》爆紅

的事，靚靚笑謂：「我說不知道你們都
不相信啦！其實在我立場都覺得很矛
盾，Celine跟我老公（張智霖）隸屬同一
家公司，不過我見她時，她都是考完
試，做完功課才去唱歌。」又稱上天賜
予Celine唱歌才能，是不應埋沒，但應以
學業為先。

「魔童」想做遊戲達人
問到靚靚兒子「魔童」會否唱歌？「他

唱歌唱到『劏雞』般，他都有自知之明。
他想做的職業好奇怪，他喜歡打機，想做
遊戲機達人，我叫他讀好書先。」為了培
養兒子成才，靚靚表示去旅行時亦會帶兒
子去看電器或電腦產品。
談到薛家燕與Celine父親譚順生的是

非，靚靚表示不清楚。她又謂作為父母，
當小朋友表演，有父母在身邊陪伴會安全
點。又稱試過將兒子交給經理人，結果阿
仔腸胃炎，但她沒怪別人，因對方沒有做
父母經驗，都是自己看管安全些。靚靚希
望大家以小朋友的角度出發。

婷婷讚「鷹眼」運動叻
謝婷婷昨晚與靚靚碰頭，她表示曾與
對方一起參加真人騷，知道靚靚打網球
很好，但靚靚卻說：「她才勁，我只勁
在把聲。」問到婷婷男友「鷹眼」謝洛
美維拿（Jeremy Renner）的網球技術如
何？「我不知道，沒打過，只知他其他
運動都叻。」婷婷又指二人拍拖多數在
家睇電影，男友現時專心做音樂，平日
唱歌、打鼓、彈結他，她會聽對方練
習。二人分隔異地，會否爭取時間見

面？「沒有，我要花時間為工作試鏡，
我會工作行先，有時男友會不高興。」

薛芷倫早已放下舊仇
薛芷倫早前受訪時指多年前離婚及患

癌期間，曾被好友L太當眾捽她塊面羞辱
她。昨晚薛芷倫被問誰是L太？她避談
說：「我不想搞大件事，過去就算，我
沒嬲她。」又指事後跟對方已沒接觸，
亦非想刻意講出來，講出來是因她已放
低了，希望帶出大家關心身邊人的正面
訊息。
早前身體不適的諸葛紫岐，透露已康

復了很多，她剛剛才到過北京及日本工
作。紫岐大讚Celine很勁，又指兒子都喜
歡唱歌，但未到那個地步，不過老公就
不想兒子入娛樂圈，就算一齊拍很簡單
的廣告也不准，希望以學業為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袁詠儀（靚靚）、謝婷婷、薛芷倫、諸葛紫岐、周汶錡、蔣怡、

馬詩慧與女兒王曼喜及楊諾詩與妹妹楊玳詩等，昨晚到中環四季酒店出席晚宴。提到九歲小巨肺譚

芷昀（Celine）紅爆全球，靚靚表示無論怎樣都應該以學業為先。

讚有歌唱天賦但應以學業為先

靚靚靚靚自覺對Celine立場

好矛盾■■諸葛紫岐諸葛紫岐
的丈夫不准的丈夫不准
兒 子 拍 廣兒 子 拍 廣
告告。。

■■謝婷婷謝婷婷((左左))與靚靚互笠高帽與靚靚互笠高帽。。

■■薛芷倫薛芷倫
已放下多已放下多
年前的舊年前的舊
仇仇。。

■袁詠儀也覺
得 Celine 唱
歌動聽，不過
小朋友應先讀
好書。

為兒童送愛為兒童送愛

■■麥明詩認為女麥明詩認為女
孩為變靚點而整孩為變靚點而整
容是無可厚非容是無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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