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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應屆港姐日前
出席珠寶商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應屆港姐雙料冠軍雷莊兒、亞軍何依
婷及季軍黃瑋琦日前出席首飾贊助商的頒獎儀式，並由上屆冠軍馮盈盈為
雷莊兒加冕后冠，盈盈以一襲 Deep V 透視裙現身，無論打扮和樣貌均搶
去應屆幾位佳麗風頭。升任師姐的盈盈眼見師妹雷莊兒備受負面抨擊，她
以過來人身份勉勵對方，直言“港姐”不易做，所以不會接受網民叫她
“連任”的說法，但相信風雨過後會放晴。而素來懶理外間評論的雷莊
兒，因有網友咒她“全家死”，她終被“惡言”超越底線，對他們的說話
大感失望，直呼“差勁”！

網民惡毒咒雷莊兒全家

馮盈盈寄語師妹
風雨過後會

■獲馮盈盈戴
上后冠的雷莊
兒，對家人被咒
去死感失望。
去死感失望
。

對於雷莊兒連日遭受網民
抨擊，馮盈盈說：“她
們始終是師妹，我都有密切留
意，對這些抨擊說話幾有親切
感，因很多留言我當初都遭受
過，好似‘一屆不如一屆’、

‘不如叫上屆連任’。其實經
過一年時間，讓大家有充足時
間了解真性情後，大家便會欣
賞到你的好處，換來截然不同
評語，今年大家是倒過來叫我
連任。首先我不會連任，因港
姐不易做，同時覺得風雨過後
會放晴，慢慢由逆境變順境。
（有否安慰雷莊兒？）有，日
前做網上直播都不停勉勵她，
跟着一起宵夜聊天，也有解答
一些前途問題。（她有意往好
萊塢發展！）有這目標是好，
我有提議她可先留港發展一
下，汲收多些幕前經驗。”

注入新元素非宣傳工具

■ 馮盈盈相信遲點會“雨過
天晴”。

提到曾志偉批評今年港姐
製作慘不忍睹，覺得港姐變成
big big channel 宣傳工具，盈盈
表示：“不覺得，當晚收看也
幾精彩，如說是宣傳工具不太
正確。只是近年流行玩直播，

之前又有聲音指港姐一成不變
很沉悶，所以才會注入新元
素，大家也無須介懷跟以往有
分別。”
雷莊兒當選後，有關她的
負評排山倒海，近日有網民把
她和澳門小姐麥嘉欣的樣貌比
較，大讚後者靚女，雷莊兒表
示：“沒留意，每個人都有不
同想法，如他們覺得她靚就
OK 啦 ！ 我 都 相 信 她 好 靚 。
（你自己靚嗎？）覺得自己
靚，整體上身材最好，亦不介
意比較，不能阻止別人意見，
但說話別太苛刻，有留言叫我
一家人去死，實在過分，不用
說這些。我們文化不同，但這
說話是全世界最差。（你很生
氣？）不會生氣，但好失望，
（家裡人對你受抨擊很心
痛？）他們關心我感受，不過
他們都知我很堅強，不會被人
影響到我的態度。自己也不會

朱千雪工作為重 或聖誕才可見男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朱千雪（Tracy）與李佳芯
（Ali）日前到中環出席鞋履活
動，二人各獲品牌送贈一對靚
鞋，她們又以穿鞋來比喻揀男
友。Tracy 認為最重要舒服，無
謂辛苦自己；而 Ali 就以平底鞋
來形容緋聞男友陳炳銓，貪其夠
舒服。
Tracy 坦言揀鞋跟選男友一
樣，最重要是夠舒服：“最緊要
溝通到，相處開心，不會拿苦來
辛。”早前她被踢爆有位青梅竹
馬，在澳洲做醫生的男友 Justin
Ng，問她跟男方發展是否舒服？
她笑說：“OK 啦，慢慢來，相
處幾舒服，別給我那麼大壓
力。”她指男友被揭露身份後也

大感尷尬，因他不慣上鏡，所以
希望低調發展感情。那是否要藏
起來拍拖？“都要有時間才可發
展，好彩的話幾個月方能見一
次，下次見面或要到聖誕。不過
已收到通知，排滿了工作，（推
工作拍拖？）都是工作要緊。”
又謂與男友自小已認識，已一起
度過多次聖誕。

李佳芯指男伴“舒服”
穿上露背裙出席活動的
Ali，表示平日愛運動，喜歡穿
球鞋較舒服。她認為穿鞋和選男
友一樣，最重要是舒服，外表好
靚的高跟鞋，自己着上去會刮損
腳。除了舒服外，選男友的性格
也要有個性，要懂得愛自己，對

■李佳芯指緋聞男友像平底鞋。
自己有自信心，相處才會舒服。
問到緋聞男友陳炳銓是否符
合要求時，她笑說：“做朋友方
面 OK，現在相處都舒服，（陳
炳銓是哪類鞋？）暫時是平底
鞋，都可以是舒服的。”

■ 朱千雪專注事業，不急於常伴情

陳曉東患眼疾
為工作死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
吳千語日前以代言人身份偕公司師弟
柏天男出席會展的鐘錶展活動，並一
起行秀。柏天男更賣口乖表示因站在
靚女身旁，行秀時都有少許緊張。
剛從雲南香格里拉回港的千語，
透露此行是應謝霆鋒邀請拍攝《鋒味
地圖》，隨他在當地尋找美食。千語
開心說：“好開心可和偶像一齊做節
目，那個地方我都是第一次到訪，當地
海拔三千幾米，雖然沒有高山反應，但
睡覺時都有少許耳水不平衡和頭暈。而
且朝早好凍，日夜溫差好大，不過景色
好靚。”問她可有趁機與霆鋒研究煮食
心得？她說這輯節目不用下廚，沒機會
偷師，她只要跟霆鋒四處品嚐當地美
食，再逐一評價便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陳曉東日前在香港會展
出席鐘錶展活動，開始前有工作人員叮囑傳媒別用閃光燈
拍照，東東現身時亦戴上太陽眼鏡，不過當活動開始便把
眼鏡除下。其後他受訪時透露早前患上急性青光眼，更語
重心長提醒大家別在黑漆漆的環境下玩手機。
東東透露：“表哥有先天性青光眼，未知是否遺傳所
致，加上我常玩手機，日後都會開燈才夠膽玩。”病發
時，東東正身處橫店拍戲，他猶有餘悸說：“月前在橫店
拍戲，差不多殺青，可是有晚突然感到頭痛，又嘔了三
次，原來患上急性青光眼。由於當地沒有大型醫院，幸而
老闆認識一間眼科醫院，我凌晨12點抵達醫院時，已有大
批醫護人員等候。當時醫生告知有兩個治療方法，可注射
大量類固醇，但我怕變肥仔，便選擇打激素入眼治療。現
已康復九成，但如長時間面對強光就會刺痛和有水汪汪眼
晴，醫生要我休息半年，不過我今年要出歌和拍戲，休息
的話便打亂工作計劃，趁後生要拼搏。我會頂得住，應該
沒問題。”

居。
提到近日有傳她與男友林峯同居
及試婚，千語否認：“沒有試婚，沒
有試婚，講真我們很少見面，他剛剛
回港，我10月初又要到內地四個月，
一年見的時間較少，少過正常情侶很
多。（半同居爭取見面時間？）可這
樣說，一年少過五分一時間。”言談
間她並沒否認半同居關係。

何依婷：賽果已成定局
另外，何依婷不覺比賽當
晚被big big channel的吉祥物搶
鏡，因一班佳麗跳舞時是站在
吉祥物前面，所以沒有喧賓奪
主感覺。說到志偉覺得評選機
制有問題，她自覺沒大問題，
也不覺慘不忍睹，雖然今年網
民覺得不公平，但已成定局，
如何討論都不可改變。

■ 何依婷
稱今屆評
選機制無
大問題。
大問題
。

重返校園讀碩士 徐子珊不覺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徐子珊、馬
詩慧和大女王曼喜等日前出席再生時尚設計活
動，子珊之前為一間減少時裝廢料的機構拍慈善
紀錄片，從中學懂不少環保衣服意識。同時她又
在社交平台寫了一些環保生活內容，希望大家多
些注重環保。
子珊透露最近重拾學生生活，攻讀為期兩年
的心理學碩士，問到有否男同學獻殷勤？她笑說
身邊主要是女同學居多，當中有位年屆 60 歲的
媽媽，所以自己這個年紀讀書也不算遲。因為忙
着讀書，她表示沒留意今屆港姐，也不知冠軍雷
莊兒的負評新聞，問她如何教師妹面對負評？
“自己也不棒，所以才去讀書。當年我身邊沒有
人在這一行，一切由零開始，面對傳媒的確很
難，有很大壓力，我都要花幾年適應。（當年說
你不是實至名歸？）好難取得一百分，贏不到全

■ 徐子珊
為環保出
一分力。
世界人認同，最重要是改進自己。”
馬詩慧被問到翁為德老公被指“出軌”一
事，她覺得機會很微，因他們一直都很恩愛，沒
聽過他們婚姻有問題。

郎。

與林峯半同居
吳千語沒否認

■ 吳千語
吳千語((左)沒否認和林峯半同

為這些哭，反而見到好多創意
很搞笑。”
說到志偉覺得今年港姐變
質 ， 給 無 線 借 機 宣 傳 big big
channel，自言不認識志偉的雷
莊兒謂沒去想這些事，也不覺
得佳麗變成配角。至於有意闖
好萊塢發展，她稱：“因在多
倫多時，曾有中介公司問我有
否這興趣，對方得知我當選冠
軍也很高興，希望明年可回
去。”

余安安 薛凱琪
關係密切什麼都分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余安安、薛凱
琪（Fiona）、宣萱和鄭啟泰日前到香港觀塘出席
“香港喪 Z 行 2017 慢盲行啟動禮”，活動上眾人
分享護眼之道，Fiona 和鄭啟泰又戴上眼罩玩遊
戲。
Fiona與安安自合作電影《早熟》後，即成為
閨蜜，雖然工作上已很久沒再合作，但二人私底
下經常見面飯聚。Fiona說：“她是我見得最多的
一位圈中朋友，除了飲茶食飯，我們又經常 Girl
Talk，無論是愛情、時事、股票、環保、醫療及
健康都會傾。”安安笑言她們天南地北什么都會
談。
Fiona稱能在圈中找到談得來的朋友很重要，
尤其女生，而安安給她的意見都適用。Fiona 笑
說：“我同樣有給意見她！（你們這麼要好，可
擔心你媽咪吃醋？）不知道，媽咪跟安安都熟，

■(左起
左起))宣萱
宣萱、
、余安安和薛凱琪
余安安和薛凱琪，
，三個女人一
個墟。
個墟
。
她們有一起看舞台劇！”安安笑稱相信 Fiona 的
媽咪會分得清，因外來人就是外來人。另外，提
到黃秋生日前演舞台劇時傷了腳，安安說：“我
知前幾日林海峰撞傷嘴，（今次到秋生？）他年
紀不輕，要小心。（會否慰問他？）會的，一陣
傳訊息給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