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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姐首度泳衣亮相綵排

王安琪身材勁
徐穎堃腰有瘀痕
《2012 國際中華小姐競選》將於今晚
在電視城舉行，二十八位佳麗昨日以三點
式綵排兼互選出 「友誼小姐」，結果由
洪美珊奪得。佳麗們昨日是首度以三點式
示人，燕瘦環肥盡收眼底，當中來自亞太
區的佳麗，雖然在外國長大，不過不少也
是平胸一族，好似被指似陳法拉的⑤林家
冰、⑨黃馨慧等，當中⑧馬穎杰和余文
杭上圍較有睇頭。
至於來自內地的大中華佳麗身材豐滿
，如王安琪步出台已很盪漾，而來自
北京的黃月蓉也屬身材有料之人。至
於徐少強女兒徐穎堃腰間露了瘀痕，
而海莉鈴膊頭較粗橫，身材高大如
「健美小姐」一樣。

洪美珊奪友誼小姐

穿上泳衣的
王安琪，身
材驕人
▶

想做好個騷。她坦言好不捨得佳麗們，因
為明天大家就各散東西返回老家，或不會
再有機會相見，幸好有些已交換了聯絡方
法。

朱晨麗相信選美公平
至於徐穎堃腰間露瘀痕，她解釋
自己一向好論盡，撞瘀了也不知道，她
表示不擔心影響比賽，會以化妝品遮
掩。記者笑問怕今晚比賽在台上絆倒
，她表示應該不會吧，早前不慎整
親腳，故穿高跟鞋時不太平衡。
她表示哥哥會到場支持，不過爸爸
要開工未能前來，她表示不會失望
，總之一切在心中。
前晚二十八位佳麗也於電視城綵
排，徐穎堃被叮囑不要太緊張，有說她
有爸爸做靠山，她表示應該沒有關係，總
之努力做好自己，每一位佳麗也有優勝一
面，不會因為自己背景而較突出。朱晨麗
對於徐穎堃被指有後台而贏面大，她大讚
對方是個好友善的女仔，為人好低調，總
之她相信會一視同仁，自己選港姐也沒有
後台，故相信是公平的，對方實力好強，
勝出也不出奇，不一定是靠後台。

▲身材豐滿的王安琪（中）身高較矮
◀洪美珊勇奪友誼小姐

▶徐穎堃表示其背景與選美沒關係

伊健稱女友細膽沒教潛水

王安琪強調身材是真材實料，
是遺傳了母親的優良傳統，雖然身高比較
嬌小，不過身材是較平均，她閒時也多做
運動，多吃水果和豆類製品等食物，因對
身材有好處。王安琪覺得胸部太大不算很
累贅，自己又勤做運動，包括跑步和游泳
，努力保持好身材。洪美珊對於奪得友
誼小姐，她表示好感動，她和佳麗們甚多
交流傾偈，從中得益良多。雖然首奪獎，
不過沒有因此增加信心，她和其他佳麗只

▲二十八位候選華姐佳麗穿上泳衣出席綵排

一向熱愛潛水的鄭伊健，昨日到海洋公園出席 「第
十七屆海洋公園保育日」，呼籲市民重視海洋生態，尤
其是愛護瀕危的中華白海豚及其他海洋生物。伊健又讚
香港有很多靚水域，可惜他早前忙拍電影，所以減少了
潛水，不過他的心肺功能不錯，可以徒手潛水一段時間
，問到女友蒙嘉慧可有跟隨他一同潛水？自稱 「沙膽」
的他笑言女友不懂游水又細膽，所以很少參與水上活動
，他亦沒打算教她潛水。
至於今個農曆新年，伊健會留港度歲，因稍後要拍
電影以及推出新碟，由於他尚欠無線一套劇債，所以有
機會也想嘗試拍創新又突破的劇種。談及近期熱烈討論
的《天與地》，他表示只望過而已，沒有追看，但覺得
網上觀眾其實不能忽視，他亦見過有監製雖然創新，但
卻保不到收視。

Chok 王林峯不介意思捷暗寸

▲高海寧（左）開心生日出
騷賺錢，徐子珊向她祝賀

曾志偉、薛家燕、李克勤、林峯
、徐子珊、林子祥等前晚到廣州錄影
賀年節目《龍騰賀歲萬家歡》，由
於林峯的《Chok》於頒獎禮上得獎
，所以前晚所有司儀都稱呼林峯為
「Chok 王」。林峯身穿一度黑色西
裝，惟西褲十分之窄，令他的重要部
位十分突出，他笑言也很擔心跳舞時
會 「爆胎」，他說： 「因為想尊重場
合所以穿了西裝，我穿窄身西裝是想更
顯身體的動態，不是故意有特別效果
的。」早前李思捷暗寸他得 「金曲
金獎」是硬來的，林峯表示藝人要
娛樂大家，況且被同公司的人開玩
笑也沒所謂，最重要還是做好自己
本分，報答支持自己的人。張學友早
前表示香港樂壇已死，林峯說： 「學友
那有這樣說，我覺得娛樂新聞經常都會
斷章取義，但不要太過火便成，我都知道
林憶蓮讚我是全面的藝人，我真的很感謝
她。」林峯稍後又會跟苗僑偉及徐子珊合
作劇集《雷霆掃毒》，他於劇中首次飾演紀律
部隊，林峯笑言希望屆時演出動作場面不要

「
爆胎」。
至於徐子珊將於劇內飾演毒犯及酒吧拳
手，子珊表示現在便要開始準備扮演吸毒的功
課，又笑言初以為要演打拳的拳手，後來才知
道是酒吧陪客人猜拳的人。不過原來子珊對酒
精過敏兼不懂猜枚，林峯表示可以教子珊，
因為覺得她很聰明很快便會學懂。

高 Ling 生日出騷賺錢
前晚原來是高海寧的二十五歲生
日，她表示很高興生日還能出騷賺錢
。高海寧又表示稍後會跟家人及朋友
吃飯慶祝，至於生日願望她笑言希望
可以怎吃也不會肥。生日禮物方面
高海寧表示還沒有收到，但很希望
能收樓做禮物，她說： 「我很想跟
家人一起住，所以要千呎才夠住，
（請好友徐淑敏介紹男生妳識嘛。
）我不想被人寫我被人包養，還
是靠自己好了。」高海寧又表示現
在住在旺角但經常被不認識的人偷
拍，所以想找個治安好一點的地點
居住。

▲福祿壽表示林峯沒跟他們握手，
但有一起吃宵夜

福祿壽成員阮兆祥、王祖藍及李思捷
昨日到商場宣傳二月四日演出的《那些年
，爆笑不離 3 兄弟》，期間他們除了獻唱
搞笑歌，又與觀眾玩遊戲、寫揮春及大派
海報，吸引大批巿民圍觀，場面熱鬧。林
峯之前憑《Chok》奪 「金曲金獎」，事後
遭全城圍插，連李思捷也暗寸他得獎是硬
來的，而前晚福祿壽與林峯一起在廣州為
賀年騷錄影，不過林峯在台上逐一與其他
人握手，惟獨沒有跟福祿壽握手，令人聯
想到是否因為被李思捷暗寸導致，王祖藍
昨日即澄清道： 「我們沒在台上握手，但
有同枱吃飯，我還要極力讚阿峯，他的
EQ 好 高 ， 外 面 這 麼 多 聲 音 ， 他 要 再 唱
《Chok》並不容易，但他每次唱都好投入
，答問題又得體，所以一個人的成功是有
原因的。」祥仔亦讚道： 「他叻在不造作
，外面的人或者覺得他扮有風度，但他真
的不放（是非）在心，只求做好本分、有
進步已滿足，這種自我挑戰的心態好正面

，我都期待跟他多些合作。
」那麼屆時可會請林峯上台
？祖藍笑道： 「或者我會扮
他哩！他首歌這麼 hit，一定
會唱，在台上較量一下。」

備戰演出小心飲食
今日他們三人將與汪明
荃及羅家英去北京參與春晚
演出，對於能夠去到廣東省
以外的地方演出，他們都覺
得好開心，若能打入內地巿
場就更開心了。祥仔又謂今
次的綵排時間較上年充足，
所以今年更有信心，但這段
時間一定要小心飲食，以免病
倒。至於嘉賓方面，已落實的
有鄭少秋、湯寶如、劉子千及
「
五虎」中的兩虎。

Suki 借老公錢打造美容王國
徐淑敏（Suki）昨日與新進樂隊
N'Gine 一 齊 出 席 「E-Max 新 春 齊 創
好龍年」起動禮，即將開創其美容王
國的 Suki 更即場替小女孩化妝，以展
示其美容手藝，之後她與 N'Gine 四子
更獲年宵攤位檔主教授以絲帶創作飾
物。
擁有美滿家庭的 Suki，透露來年
將投資約五百萬創辦其美容王國，原
本打算找其女英文補習老師合資經營
，因對方好想做生意，豈料當要求對
方先出幾十萬時，對方竟然不聽她的
電話，生意未開始就打退堂鼓，令她

覺得好 hurt（受傷害），之後對方雖
有再致電給她，她也不聽對方的電話
。沒了合資人，Suki 惟有問老公借錢
，她說： 「老公也覺女人錢易賺，所
以支持我，但我一定會還給他的，這
樣可以令自己保持責任感。」她又自
爆認識老公時自己的銀行戶口是負數
，因她太大花費沒錢剩，但老公就教
她很多投資技巧，所以現時收入全部
交給老公替她拿去投資。

溝製護膚品必成潮流
Suki 這盤生意是即席就客人的皮

膚特質而溝製新鮮的護膚品，在台灣
很多女仔都是自製護膚品，只是在香
港就較新奇，而 Suki 已學了很多配方
，她笑道： 「我試過在家溝來用，又
找老公做白老鼠，真的又便宜又好用
，不過我打算走貴價路線，但會先做
入門版。」由於她只會做公關及設計
的工作，溝製工作就請人代勞，可擔
心會被人偷去配方另起爐灶對抗？她
信心十足道： 「不怕，其實現在也有
人做，但資金是一個問題，我有信心
自己可以做起潮流。」

◀

徐淑敏表示向老公借錢打造美容王國

福祿壽激讚林峯成功有因

▲林峯不介意李思捷暗寸
他得獎

◀伊健
直言女
友蒙嘉慧
（圖）細膽
，沒帶她去
潛水
◀伊健出席
活動呼籲大
家重視海洋
生態

JM 堅稱
沒打算認識 Edison
◀ 黃 宗 澤（左）
否認跟杏兒好
事近，旁為王
偉文
剛恢復單身的 Janice Man（文詠珊），最近因為迷上玩視頻
平台 Viddy，竟被指因該平台而認識陳冠希（Edison），並有進一
步發展，雖然她已在微博作出否認，但前晚她出席一公開活動時
，再次澄清自己並不認識 Edison，亦不打算認識他，堅拒與他牽上
關係。
Janice 坦言玩 Viddy 志在與粉絲及朋友分享生活，沒想到會引
發這麼荒謬的事，雖然她與 Edison 有共同朋友，但私底下她並不
認識他，甚至合照也沒一張。她又謂緋聞傳出後，她的身邊人都
好擔心，問到是否因為 Edison 過去的紀錄不好？她道： 「都關事
㗎！他們擔心我不知結識了什麼人，但我真的不認識他，亦不打
算認識。（他不是你杯茶？）沒想過。」

黃宗澤否認好事近

▲ Janice Man 再度澄清不認識 Edison

另外，同場的黃宗澤對於最近有報道指
「有小生女友涉嫌賣淫」，問他可擔心女友胡
杏兒遭影射？他即笑道： 「我給她足夠錢用，
不夠找我就可以了。」對於杏兒的新劇《換樂
無窮》被指抄襲，問到杏兒可有為此不開心？
他道： 「我在家見她看得好開心，還笑了出來
，沒什麼的。」不過他因忙拍劇而未有捧女友
場。日前杏兒出席他媽咪的壽宴並坐主家席，
他表示請客名單並不是他擬定的，又搞笑道：
「她不認識我的親戚，不知把她放在哪一席，
惟有坐我那一席囉！」至於這麼多長輩在場，
可有向他們催婚？他謂沒有，亦否認好事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