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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V 2012亞洲小姐競選》的二十二名 「港澳賽區」
佳麗昨日進行面試，大部分佳麗質素都相當平庸，樣靚身
材正的真是寥寥可數。相反不少佳麗都驚嚇度十足，其中以
「女版徐少強」姜明、 「金三角下巴」楊狄珊及 「嫩版查小

欣」陸文婷最嚇人。來自安徽、擁有一副好歌喉的 「翻版謝
安琪」齊真晨可謂一枝獨秀，成為全場最 「索」的佳麗。

重磅許麗莉VS紙片人鄧螺
二十二位候選佳麗穿上自選泳衣跟評判會面，評判團成

員有亞視高層葉家寶、鮑起靜、朱慧珊、羅霖、林韋辰及大
會化妝顧問劉妙清。佳麗們大多樣子平庸，身材燕瘦環肥
都有齊，最重的是一百三十三磅，臀圍三十九吋半的許麗
莉；而重一百二十五磅的黃美雲看上去比許麗莉更肥，粗
腿凸腩無所遁形，羅霖也忍不住提她要為健康 keep fit。

而最瘦的則是只有八十八磅的鄧螺，儼如 「紙片人」，
本身擔任測量師的她今次特別辭職參選，可惜其樣貌加
上瘦削身形，相信入圍機會極渺茫。

當中最驚嚇的都算是 「女版徐少強」姜明，她報稱
是演員，曾拍過微電影，其身形比例卻相當奇怪，加上
其女生男相的外貌，絕對是 「騎呢」之最。而貌似近日

被喪鬧的主持人查小欣的陸文婷，穿上如同 「阿婆底褲」的泳褲，
驚嚇度僅次於姜明。同樣嚇人的尚有自稱模特兒的 「金三角下巴」
楊狄珊，其大嘴巴加上尖角下巴，報名參選絕對是勇氣可嘉。

31歲于建茹曬黑突圍
佳麗當中，最標青的可算是 「翻版謝安琪」齊真晨，其身材相

當平均，學聲樂的她，在接受訪問時更即席獻唱，歌聲甜美，比
謝安琪唱得更好聽。可是，她卻不知道謝安琪是誰，希望有機
會能見到對方；亦希望將來有機會當歌手。不過，評判問到她
在內地有否收看香港的電視節目時，她竟倒米的說： 「有呀，
翡翠台。」佳麗中年紀最大的是三十一歲的于建茹，但她樣
貌及身材都頗平均，保養得很好。曬得一身古銅色肌膚的她
無意為選美漂白自己，反而考慮再曬黑增加個人特色。
其次身材不俗的趙海恩及貌似江欣燕的孟丹珏都是入圍
之選。

此外，佳麗昨日的對答亦相當爆笑，其中就讀理
工大學的黃詠星指今次參選是想 「跨越美麗時空」，她
又指選亞姐可以 set 頭、化妝及上電視，覺得好有趣。
另外，穿上鮮黃色泳衣的陳彥蓉下體現形，接受訪問時
才知道，即時一臉尷尬，表示下次會小心一點。

亞姐面試驚嚇十足美貌有限

齊真晨最索姜明騎呢之最

江若琳昨日到新城電台宣傳，談及新碟反應理想，希望能發行
第二批，稍後會親身到唱片店買自己的碟當捧場，亦準備五位數字
慰勞工作人員。她透露有fans表示聽過其創作的歌曲《學會快樂》
後，感動落淚，她說： 「其實我在錄音時也忍不住喊。」因為這首
歌是講她這幾年來的心聲，近年她經常到內地拍戲，很少在家，連
母親生日、母親節、父親節等也不能在港相伴，所以錄音時媽咪打
電話來問她會否回家飲湯，她都忍不住喊了出來，因此錄音時，聲
音有點沙啞，估不到監製卻讚好有感覺。

成龍的《十二生肖》前天舉辦 「俠盜奪寶發布
會」，導演兼主角成龍、製片人王中磊偕同新進
「龍女郎」姚星彤、張藍心、法國女演員Laura白露

娜，廖凡齊出席。鳥巢也破天荒第一次為一部電影
換上新裝，大手筆打開高達五層的龍梯，向成龍致
敬。

《十二生肖》是華誼兄弟和成龍大哥的第三次
合作，之前的《寶貝計劃》和《功夫之王》都在票
房和口碑上有表現。經過三次合作後，王中磊表示
對成龍也有一些新的感受，原來他竟愛撒嬌，拿出
手機念出一年前成龍在艱難拍攝間隙發來的 「撒嬌
」短訊： 「好兄弟，這幾天天氣不好，趕得很，今
天趕到下午終於下雨了！四點不到都沒辦法拍一個
鏡頭就收工，昨天五點半就到現場，大陰天，從六
點半就是拍我一個人，一直都是吊和飛在半空中，
直到下午 『放飯』才放下來，今天天氣只有攝氏兩
度，吹着二百八十風速的大風扇在空中飛來飛去，

吹得臉都變形。我覺得這是給女孩子做美容一個很
好的方法！你可以想像我有多冷、多苦、多累、多
痛！下午飯都沒有吃，因為吹和吊着頭很疼。飯後
又吊又飛一直趕趕趕！拍到晚上打着所有的大燈也
還在拍，十點半終於大功告成，收工還要跟所有沒
有吃飯，又挨餓受凍守候了一整天的一大堆影迷合
影簽名道別。晚上十一時四十五分我們才吃飯，之
後一大堆人在我房間聊接下來的後期工作，本以為
拍完了很興奮，但大家卻很失落，籌備七年拍攝一
年多的電影終於畫上了句號！這是你們這種每天在
辦公室裡，冷天有暖氣、熱天有冷氣，吹着空調炒
着股票，午飯後泡澡按摩，晚飯後喝紅酒抽雪茄，
吹着牛泡着妞的人所感受不到的！」

拍攝艱難累到流淚
王中磊表示當時因為是國際號碼不知道對方是

誰，便回覆對方 「你是誰」，之後成龍苦中作樂的
又一條 「撒嬌」短信： 「兄弟，我只不過離開你短
短一個月，你就把我忘了，害我這麼拚命在拉脫維
亞為你們工作，你問我是誰！等我現在告訴你我是
誰！我是你的合夥人兼導演、編劇、武術、導演、
男主角於一身的，全球不同種族的人，只要看到頭
髮、身影、動作、鼻子，聽到聲音都認識的世界影
視歌唱動作天王級的國際地球巨星，你覺得我應該
是誰？」成龍大哥表示因為《十二生肖》拍攝太艱
難，拍了五十二年電影，此片是他第一次在拍完之
時，眼淚要流下來的。當工作人員喊 「殺青」時，
他都馬上就走了，怕再站一會兒就會哭出來。他表
示本身很少哭，斷腿都不哭，真的是因為很累，沒
有在現場的人是不會感受到的。

王中磊公開
成龍撒嬌短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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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驚嚇的四位佳麗鄧螺（左起）、姜明
、陸文婷和楊狄珊

▲最具水準的四位佳麗孟丹珏（左起）
、趙海恩、于建茹和齊真晨

▲二十二名亞姐 「港澳賽區」 佳麗進行面試

▲有 「翻版謝安琪」 稱號的齊真晨，可謂一枝獨秀

莊思敏、賈曉晨（JJ）、梁烈唯等昨日出席
J2台《Big Boy Club》宣傳活動，近日唯唯於

電影《古惑仔：江湖新秩序》中飾演山雞
，跟莊思敏最多對手戲，惟二人卻沒有

床上戲，他笑言可能對方嫌棄，若果和
伍允龍或羅仲謙她可能會好樂意。唯

唯表示今次可說從影以來最激一次，開工第一晚
已於後巷和兩女拍親熱戲，意識更十分大膽，令
他大感尷尬，因為他當時只穿了一條底褲，戲份
講述兩女除掉其褲子，劇組擔心他有生理反應，
為免重要部位在大銀幕呈現，故給他穿上一條貼
身褲，刻意減弱激突。另外今年飛躍男藝人獎，
他和羅仲謙也是大熱，有傳謙仔簽做 「親生仔」
爭獎？他表示入行十幾年，也渴望攞獎報答家人
和朋友，自己也有信心。

莊思敏也有份參演《古惑仔》，飾演牧師女
兒，戲中要說粗口，與唯唯扮演一對歡喜冤家，
對於二人高度有差別？她笑言所以不是演情侶，
澄清唯唯不算好矮，二人只差一兩吋。另外，妹
妹莊思明被指結識新男友，夜場耍樂時更抽煙，
她謂妹妹一向多好朋友，至於是否有新男友？她
不能代她答，自己也會勸妹妹盡量少抽煙。

JJ強調跟樊少皇感情穩定
昨日有報道指賈曉晨被男友樊少皇飛掉，她

即強調沒有，二人關係好正常，完全沒有問題，
最大問題是很少時間見面，但感情十分穩定。不
過有指她搭上肥監製錢國偉？她解釋可能報道想
寫他們拍那條 「Hongkong Style」，總之什麼
也做過，拍攝時一班人衝入地鐵內拍攝，若有多
點時間準備更好。不過她卻被批評跳舞似蟹？JJ
說蠻好，感覺搞笑一點，沒有看過之前的版本，
去到地鐵拍攝才讓她看，她更說原本主角跳得那
麼美麗，要她模仿，壓力好大，不過出來感覺搞
笑。談到她有份擔任MV女主角，似暗示她和錢
國偉關係親密？她強調拍罷才知角色的位置重要
，自己純粹想幫手，沒想得太多，何況他的真正
女友也在現場。JJ表示男友樊少皇也看過片段，
更說估不到她懂跳舞，更着她下次跳給他看。

唯唯笑指慘遭莊思敏嫌棄▲王中磊（右）把成龍的 「撒嬌」 短訊公開出來
，令他哭笑不得

國際化妝品牌Dior為慶祝IFC美妍概況店開幕
，昨日特別舉行開幕酒會，多位藝人、名人皆到中
環出席，包括孫佳君、馬詩慧（Janet）、黃佩霞等
。Jessica C.、Jocelyn 兩位女模則為品牌行騷。嘉
賓之一的楊冪由於遺失證件，無奈被迫缺席只見送
上花牌。孫佳君近日全面復出，她自言仍於揀選劇
本階段未正式演戲。她表示： 「原本將為纖體及醫
學美容公司當代言人，不過由於近日意外事件，故
此也決定放棄免卻麻煩。」她強調，現時有一些品
牌 hold 住，全因時間上敏感。談及是因她早年整
容傳聞所影響，她未肯正面回應，直指事件太嚴重
。問及可有損失，她回應： 「我未有接此工作，因
此也沒計算。」她又表示，醫學美容應該嚴加監管
，雖然自己沒有嘗試過。她說： 「我之前聽朋友講
話有新娘子做護膚療程最終卻燙傷，有些醫生在某
方面不是太專業。」對於近日政府打算把醫學、美
容分家，孫佳君亦表贊成。她說： 「我也覺得應該
嚴加監管。」她透露，自己不是勇於嘗試新療程，
全因大風險，就算要試也只找有經驗的醫生。

Janet指張天愛離婚沒大不了
馬詩慧則表示，自己與剛宣布與羅素分開的張

天愛沒有聯絡，她直指對方之前已經講晒，反問何
解要聯絡。問及王敏德可有找羅素，她回應： 「我
沒問他，因此不知道。」Janet 認為，男人不會這
樣直接，相信張天愛講出來就不會是假，故此也沒
需要求證。她又指出，離婚也非大不了的事。她表
示： 「我相信合則來、不合則去，雙方應該要以平

常心去面對。」對於張天愛指與丈夫文化差異大，
Janet 自爆與丈夫在教小朋友亦有這些問題出現。
她回想道： 「老公教得較鬆！自己就覺得上學的小
朋友要負責任，初時我們都有為孩子吵架。」Janet
並稱，曾經讓幼女放鬆兩星期不強迫她做功課，
最終默書拿零分，之後女兒才明白。

另外，昨日行騷的Jessica C.不算性感，她
透露與在洛杉磯認識的型男Mr. Bond已墮入
愛河，雙方發展兩星期。問及男友可有迫她密
實，她回應： 「自己於上次活動穿大Deep V
，男友都話鍾意無投訴，不過有時他見到我在
社交網站的狂野相，看到有些男士留言他也
介意，但亦明白自己性感是工作需要。」她
並稱正積極學習普通話及練聲，希望增值自
己，明年拍攝一些浪漫喜劇。

孫佳君贊成嚴控醫學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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