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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美式元素 哈里感觸落淚

反傳統交換戒指創王室先河
梅根誓詞未加“服從”

哈里大婚

哈里和梅根先後在坎特伯雷大主教韋爾比主持下宣讀誓
詞，由哈里先讀，梅根的誓詞則仿傚已故戴安娜王妃當年
創先河的做法，未有約誓“服從”(obey)丈夫。
“我哈里，以你梅根為我的妻子，從今以後，無論順境逆
境、富裕貧窮、疾病健康，我都會愛你、珍惜你，終身不
移。我在上帝面前發誓。”
“I Harry, take you, Meghan, to be my wife, to have
and to hold from this day forward;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er,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to love
and to cherish, till death us do part; according to God's
holy law. In the presence of God I make this vow.”
“我梅根，以你哈里為我的丈夫，從今以後，無論順境
逆境、富裕貧窮、疾病健康，我都會愛你、珍惜你，終身
不移。我在上帝面前發誓。”
“I Meghan, take you, Harry, to be my husband, to
have and to hold from this day forward;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er,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to love and to cherish, till death us do part; according
to God's holy law. In the presence of God I make this
vow.”
■《每日電訊報》

英國哈里王子與美國女星梅根日前正式
結為夫婦，英女王、王夫菲臘親王、王儲
查爾斯和夫人卡米拉、威廉王子和夫人凱
特等王室成員聯同約 600 名賓客，一
同在溫莎堡聖喬治教堂見證。婚禮
大致按照傳統儀式舉行，但在哈里
和梅根悉心安排下，婚禮糅合不少
英國與美國特色，梅根更與哈里交換戒
指，彰顯現代婚姻的平等色彩。
禮於英國時間中午舉行，前球星碧咸、歌星
婚艾頓莊等約
600 名獲邀的賓客率先進場，王室

成員上午 11 時多陸續到達。哈里穿上一襲黑色禮
服，與擔任伴郎的兄長威廉一同進入教堂，二人與
賓客打招呼，女王和菲臘親王則在婚禮開始前約 5
分鐘抵達。

梅根母熱淚盈眶
新娘梅根的座駕在上午 11 時 59 分抵達聖喬治教
堂，她穿着一襲白色婚紗，下車後拖着長裙襬步入
教堂，圍觀群眾紛紛歡呼喝彩。梅根進入教堂後，
牽着查爾斯的手臂走過長地毯，喬治王子和夏洛特
公主等花仔花女跟在身後。哈里望着緩緩步近的梅
根，心情非常激動，一度感觸落淚，又不時露出甜
蜜笑容。梅根不久後抵達哈里跟前，哈里先向查爾
斯說“謝謝爸爸”，又對梅根表示“你很美麗”，
坐在一旁的梅根母親拉格蘭一臉安慰。在整個婚禮
過程中，拉格蘭多次被拍到熱淚盈眶。
婚禮大致按傳統聖公會儀式進行，坎特伯雷大主
教韋爾比在一對新人面前宣讀婚姻意義，這時哈里
顯得有點緊張，不時伸手摸鬍鬚和腰，也曾望向梅
根。教堂聖詩班其後唱出傳統歌曲，哈里掀起梅根
的面紗，準備宣誓。
韋爾比隨後問一對新人，要求哈里承諾愛、安
慰、尊重和保護梅根，與對方長相廝守，哈里爽快
回答“我願意”，現場隨即傳出一片笑聲，哈里自
己也忍俊不禁，梅根隨後也表示“我願意”，說畢
與哈里一同甜蜜微笑。現場各親友亦在主教指示
下，承諾守護哈里和梅根的婚姻，隨後的讀經儀式
由哈里亡母戴安娜王妃的胞姊主持。

《Stand By Me》響徹教堂
讀經結束後，美國聖公會首席主教、美籍非裔牧
師孔茂功負責講道，強調婚姻是雙向關係，手牽着
手的哈里和梅根一臉認真聆聽。王國合唱團繼而演
唱 1960 年代美國騷靈歌星 Ben E King 金曲《Stand
By Me》，據報哈里和梅根在重新編曲過程中，向
合唱團提出不少意見。■《每日電訊報》
《泰晤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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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與梅根結成夫婦
哈里與梅根結成夫婦，
，坐上馬車巡遊溫莎
坐上馬車巡遊溫莎，
，流露燦爛笑容
流露燦爛笑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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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贈梅根“威爾斯黃金”婚戒
哈里與梅根的婚禮舉行前，肯辛頓宮發言人
宣佈，梅根會戴上由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贈
送、利用王室庫存的稀有“威爾斯黃金”打造
的結婚戒指，哈里則會打破王室傳統，戴上一
枚白金戒指，兩枚戒指均由擔任伴郎的哈里兄
長威廉王子攜帶至聖喬治教堂。
英國王室在 1923 年喬治王子(後來的喬治六
世)大婚時，首次使用威爾斯黃金製造婚戒，
其後多次婚禮中，王室均會撥出少量黃金儲備
作婚戒之用。然而威爾斯黃金非常稀有，上世
紀後期更已停止開採，目前英國王室也只擁有
不足1.3盎司21K威爾斯黃金。
一對結婚戒指均由英女王御用珠寶商
Cleave & Company 打造，梅根之前的訂婚戒
指亦是出自該公司，並由哈里親自設計。寶石
專家帕帕斯預計，梅根的婚戒款式將和以往王
室婚戒類似，設計較簡單樸素。

哈里戴白金戒指
按照英國王室傳統，男性成員均不會在婚禮
上戴婚戒，例如王儲查爾斯 2005 年迎娶卡米
拉時，便選擇在左手尾指戴上一枚印章戒指，
與一般婚禮新郎在左手無名指戴上戒指明顯不
同。威廉王子 2011 年與凱特結婚時，更沒佩
戴任何戒指，威廉其後透過發言人解釋稱，這
是他的個人喜好，事前亦已跟凱特商量。但哈
里決定打破傳統，在婚禮戴上一枚白金戒指。
■路透社/英國《都市報》
《泰晤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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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nchy 女總監操刀 頭紗繡 53 英聯邦國花
新娘梅根的婚紗、頭飾和頭紗是婚 全件縫合位只有 6 處，肯辛頓宮表示
禮焦點之一，王室在這方面的保密功 梅根今年初與 Clare 見面，兩人一拍
夫可謂做到十足，一直到梅根從花車 即合，聯手打造這條象徵“永恒簡約
現身的最後一刻，才在 twitter 公佈婚 優雅”的婚紗。
如果婚紗的賣點是簡約，同樣由
紗設計師的身份和頭飾細節。原來這
條設計簡約的純白色船領婚紗是出自 Clare 打造的頭紗則可說是梅根為嫁
英 國 著 名 女 設 計 師 Clare Waight 入英國王室作出的宣言。頭紗邊緣總
Keller 的手筆，頭飾則原本屬於英女 共繡上 55 朵花，當中包括英聯邦 53
王伊利沙伯二世的祖母、喬治五世王 個成員國的代表花卉，以及梅根個人
后瑪麗，至於長達 5 米的真絲絹網頭 最愛的兩種花，分別是種在肯辛頓宮
紗來頭更大，紗上繡了53朵代表英聯 的蠟梅花，以及梅根家鄉美國加州的
邦所有成員國的花朵圖案，花數百個 州花加州罌粟。王室表示，工人繡花
工時以真絲和柯根紗全人手繡成，象 期間為免弄污頭紗，更要每30分鐘洗
徵梅根這位“美國新娘”融入英國以 一次手。
梅根的頭飾於 1932 年製作，中央
及英聯邦大家庭的意願。
負責婚紗的 Clare 可說是英國近年 的巨型圓鑽和 9 粒伴鑽本身是一枚可
拆卸襟針，是瑪麗王太后 1893 年
最炙手可熱的女設計師，她曾經
大婚時由林肯郡獻上的禮
擔 任 蘇 格 蘭 品 牌 Pringle of
物。瑪麗王太后死後，頭飾
Scotland 總設計師及法國品
傳給英女王，1965 年瑪嘉
牌 Chloé 的創意總監，去
烈公主大婚時曾經佩
年入主 LVMH 旗下法國
戴，但此後就從未在公
品牌Givenchy，成為該
開場合亮相。報道指，
品牌史上首位女創意
女王願意借出頭飾予
總監。婚紗布料採
梅根，代表已經接納
用純白雙層絲卡迪
她成為英國王室的
布，瘦身收腰設
■梅根所戴頭飾由女王借出
梅根所戴頭飾由女王借出，
，
一員。 ■法新社
計配以七分袖，
超過半世紀未曾亮相。
超過半世紀未曾亮相
。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