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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港姐試唱後挨批
「唔啱音
唔啱音」
」
趙 增 熹 寄望一個月後有奇跡
2022年8月9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19 位香港小姐
候選佳麗前日到愉景灣進行特訓，並分為音
樂 劇 及 舞 蹈 兩 組 ， 其 中 14 位 佳 麗 昨 日 接

◀ 對於候選佳麗的唱跳
表現，
表現
，趙增熹（右）
及麥秋成齊稱要
有奇跡。
有奇跡
。

受導師趙增熹及麥秋成的音樂劇訓練，
出名嚴厲的趙增熹更狠批佳麗唱功欠
奉及「唔啱音」，希望用一個
月時間可以睇到奇跡出現，麥
秋成亦希望有神跡出現。

◆ 一眾候選佳麗皆
擔心會挨罵。
擔心會挨罵
。

趙增熹受訪時皺着眉表示聽過
佳麗試唱後，覺得她們在音

◆ 陳瑞菱表示媽咪
做美容，
做美容
，但自己除
疤依然要付費。
疤依然要付費
。

樂劇部分要唱、又要跳及演，而
唱歌部分好艱巨，問到可有佳麗
五音不全？他說：「不如你問有
冇人唱得啱音啦，有1個半個唱啱
音，都仲有 1 個月時間畀佢哋追
嘅，希望可以睇到一個好大嘅奇
跡。」他自言出名嚴厲，所以佳麗
見到他時都很少出聲，希望她們有一
個很大的進步。他又苦笑說：「基本上
可以話係監製整蠱我同整蠱佢自己，如
1 個月後可以做到成績出來，成功感都
好大。（可有忍唔住鬧人？）我唔覺得
我有鬧人，只係大聲啲講出我嘅要求，
所以我間中至出現，（係咪驚教到嘔
血？）盡力而為，應該冇事嘅。」
麥秋成笑言聽到一班女仔唱歌時的節奏
感，已經感到一額汗，因為節奏感同跳舞有
關，她們愈唱愈快，希望用一些道具去
幫助她們，他說：「始終唱加跳其
實幾難及辛

◆ 鍾嘉欣兒
子期待新的家
庭 成 員 出
現。

◆ 泳兒透露即將會再推出全新
歌曲。

陳瑞菱怕被誤會博同情
3 號陳瑞菱自言喜歡唱歌，更透露跟過麥
潔文學唱歌，但沒有參加過歌唱比賽，而且
已經有一兩年冇練習過，不過，對於自己都
有信心。問到可覺得導師嚴厲？她賣口乖地
說：「嚴師出高徒，佢都係善意批評。」
昨日一眾佳麗以露腰運動裝現身，她的腹部
之前因手術留下一條長疤痕，雖搽上了遮瑕
膏，但仍十分明顯，而她亦大方表示已經接受
了疤痕：「佢（指疤痕）提醒我帶出正能量畀
大家，同更加珍惜生命，我亦冇因新聞曝光後
首次露疤感到有壓力，只係有段時間唔想畀人
知呢件事，唔想佢哋以為我博同情。今次都冇
諗過大家會知。」她透露已開始去做激光淡
疤，預計要做四五次

療程，未知決賽前可會見效，她笑說：「好彩
媽咪做美容，但我都要畀工錢，只係收平
啲。」
9號陳銘鳳和10號何思懿在佳麗的嗜好欄上
均填上唱歌，陳銘鳳自言未真正接受過專業
唱歌練習，都希望可以提升自己的唱功，亦
覺得自己有很大進步空間。何思懿笑指平時
喜歡唱K，但距離專業仍有段距離，她笑說：
「有朋友讚我唱得唔錯，但經過今（昨）
日，咩信心都冇，但會繼續努力，（如何創
造奇跡？）我哋都會盡力，雖然效果未如理
想，相信之後再練習，應該會有進步。」她
又讚3號陳瑞菱聲底厚，唱英文歌好聽。
問到今次外景拍攝可辛苦？何思懿直言行
程辛苦，前一晚凌晨兩點才睡覺，翌日清晨
6 點便要起床，要保持身段又不敢吃東西，
但沒有後悔參選。陳銘鳳則示開心認識到一
班優秀的朋友，令她的廣東話大有進步。
8 號林鈺洧開心透露比起第三次面試時已
瘦了 4kg，但仍想

鍾嘉欣挺巨肚替子女慶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已育
有一對仔女的鍾嘉欣，於今年 4 月宣
布懷有第 3 胎，上月初曾拍片暗示腹
中 BB 是個男生。而嘉欣的一對仔女
生日的日期相近，如今大女 Kelly 已 6
歲，兒子 Jared 也剛 4 歲，嘉欣便一次
過為小朋友開派對慶祝生日。
嘉欣在派對當天穿上粉紅碎花裙，
見她挺着大肚皮，但依然臉尖尖，手

◆ 鍾嘉欣
女兒長得
標致。
標致
。

腳均保持纖幼，沒出現一般孕婦的水
腫。而嘉欣蹲着給愛女 Kelly 攬實在
蛋糕前拍照，Jared亦攬實媽媽的巨肚
拍照，似正盼望 BB 快點出世。嘉欣
表示很開心能為小朋友舉行生日派
對︰「祝我的寶貝們生日快樂，有你
們的生活真是太棒了，爸爸媽媽很高
興！我們非常愛你們，永遠愛你
們！」

◆ 杏兒與祖藍轉戰廚房陣地。

女兒星洲主理港式茶餐廳
許紹雄邀陳芷尤幫手沖奶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香港開電視現正熱播
的旅遊節目《重新出發》，將由陳芷尤接棒帶觀眾到
新加坡，看看當地疫後變遷之餘，亦跟兩位移居新加
坡的演員許紹雄（Benz 雄）及溫家偉相聚，其間陳芷
尤更到許紹雄女兒許惠菁（Charmaine）打理的港式
茶餐廳學沖奶茶。
Benz 雄在新加坡最常去的地方，除了屋企外，便是
到女兒主理的港式茶餐廳打躉，生活相當簡單，主持
陳芷尤便到過餐廳找 Benz 雄打
卡。原來他早在三十年前已是
新加坡永久居民：「其實新加
坡好難成為永久居民，以前要
是專業人才先可以，原來我也
是專業人才。」
對於被形容為店中的「生招
牌」，Benz 雄幽默表示：「初

初我都以為係，但原來唔係！有些客人返轉頭，以為
搵我啦，原來係食通心粉、餐蛋麵！」陳芷尤更向
Charmaine 學習沖奶茶予許紹雄品嘗，其間 Benz 雄乘
機招攬陳芷尤幫手沖奶茶：「你現在不是算好忙？如
果 OK 的話，不如來這裏沖奶茶，反正好難請人，有
個靚女助陣沖奶茶，一定好好生意！」
此行陳芷尤還與在新加坡發展演藝事業的大隻仔溫家
偉相聚。溫家偉依舊身材健碩，而留了鬚的他更「佬」
味十足。其間二人更大玩發洩壓
力的遊戲，先後玩擲斧頭及打玻
璃；外表斯文的陳芷尤，玩這類
「暴力」遊戲時表現投入，絕對
巾幗不讓鬚眉。
◆ 陳芷尤即席為許紹雄學沖
奶茶。

參與老人院慈善活動 葉泓聲遇婆婆為孫女「招親」
香港文匯報訊 李日朗及華人
慈善基金會籌備了一個探訪老
人院的慈善活動，在疫情當
下，老人家缺乏娛樂，所以今
天這個活動主要就是讓長者開
心，活動之前也跟不同的贊助
商去談及福袋的禮物贊助，最
後得到很多善長仁翁的支持，
分別有血壓計，口罩，清潔用
品，護膚馬油等豐富禮物送給
老人家，當天大家也很高興。
由於限聚令，人數也不能太
多，大會誠意邀請到邵音音（音

減多 3、4kg，雖然要減肥，但想減得健康，
所以都有照進食及有做運動。13 號邢慧敏指
林鈺洧趁小休時間就做 Sit up，其他佳麗都
笑她：「使唔使咁勤力呀。」林鈺洧就指邢
慧敏天生瘦底不會明白。說到她身型纖瘦不
用減肥？她說：「朋友話我上鏡太瘦，做
Model都OK，但上鏡就要肥返少少。」
談到對昨日受訓的表現，邢慧敏自言未試
過上台唱歌及跳舞表演， 對她來說是好大挑
戰，她笑說：「覺得自己唱得都 OK 嘅 ，未
到五音不全，仲有好大進步空間。」林鈺洧
就稱未表演過唱歌， 所以都想挑戰自己：
「平日都係做開 Model影相行Catwalk，所以
聽到自己開聲都有少少懷疑自己， 但我都會
繼續努力唱好佢，（揸住支咪有冇手震？）
咁又冇， 淨係諗老師唔好鬧我。」問到她們
可覺得趙增熹老師好嚴厲？邢慧敏坦言有些
佳麗都好驚上堂被老師鬧，但嚴師出高徒。

胡杏兒笑言退休後想賣碗仔翅

泳兒再有新歌獲五台冠軍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泳兒推
出的歌曲《早上 37.2 度》獲得五
台冠軍，包括：香港電台中文歌
曲龍虎榜、商業電台叱咤 903 專
業推介、新城勁爆本地榜、ViuTV Chill Club推介榜及TVB勁
歌金榜，是繼《溝渠暢泳》後，
第二首「五台冠軍歌」，同時亦
是第二位獲得兩首「五台冠軍
歌」的女歌手。
再有歌曲成為「五台冠軍」，泳
兒坦言感動，同時亦喜出望外：
「多謝大家喜愛同支持呢隻歌。因
為呢隻歌都係我新嘅音樂企劃第一
首主打，亦都係將暗黑嘅一個元素
隱藏咗喺裏面，係一隻比較溫暖少
少嘅歌，呢隻歌可以得到大家嘅支
持，非常之感恩。」她笑言沒想過
過了「上半生」亦可以擁有第二首
「五台冠軍歌」，「呢個禮物係大
家畀我嘅，令到我繼續努力再繼續
行。只要唔放棄嘅話，就會搵到自
己條路。」
她更透露今個星期將會推出全
新歌曲，「好快就會出下一隻
歌，風格同《早上 37.2 度》好有
分別，準備咗好耐，因為有舞蹈
嘅元素，希望大家會鍾意。」

苦，又要記歌詞、啱音又要跳得準，對佢哋
同我來講都係一個挑戰，希望喺鞭策下有神
跡出現。」問到教佳麗跳舞前，可要問准太
太湯怡？他笑說：「唔使，有咩人可以 fight
得贏佢，不過，我都請了一個女助手幫手，
始終跳舞有肢體動作會有身體接觸。」

音姐）、張雷、Gordon（葉泓
聲）及林熹瞳一起來支持，擔任
表演嘉賓，當日他們為了讓長者
開心，非常賣力地演出。
Gordon 表示：「長者曾經為
社會貢獻良多，要好好尊重及回
饋佢哋。今次活動見到啲老友記
好精神活潑，大家都玩得好投入
好開心。當中有個婆婆係咁話我
靚仔，又問我結婚未，話想介紹
個孫女畀我，我唯有用不失禮貌
嘅笑容回應佢。希望以後有更多 ◆ Gordon細心協助長者做拉筋運動。
機會做義工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王
祖藍主持的無綫綜藝節目《有個閨密
叫祖藍》，前晚（7 日）播出第二
集，嘉賓胡杏兒除了以對戰形式與
Mike（曾比特）合唱《現代愛情故
事》，還獻唱了老公喜歡的《千言萬
語》，杏兒笑指大仔一歲時聽她唱這
歌時聽到落淚，不知是否她唱得難
聽。
二人在另一嘉賓 Mike 主持的「閨
密任務之問答環節」中，又齊齊回顧
處女及處男大碟趣事；祖藍笑指自己
當年的「偽林峯」Image 好難頂：
「當年我同林峯同一間唱片公司，我
都好奇怪，佢哋整長咗我對腳，又磨
咗我啲皮，真係當咗我係林峯咁
Sell。」杏兒對於祖藍當年比現在瘦
足幾個碼，亦嘖嘖稱奇。
之後杏兒與祖藍轉戰廚房陣地，杏
兒煮碗仔翅，祖藍主攻咖喱魚蛋，祖
藍對杏兒手勢讚口不絕，對此杏兒笑
言有想過退休後賣碗仔翅，祖藍聞言
即舉腳贊成。二人邊食邊玩「Truth
or Dare」，杏兒被問到「最驚收到
邊個 TVB 藝人朋友嘅電話」等。杏
兒相當頭痛，祖藍竟想到拉「負評
王」李思捷落水謂：「有冇討厭嘅
人？李思捷嗰啲呢？」杏兒聞言即開
懷大笑，並說：「佢唔會打電話畀
我。」
問到「最差一次接吻戲經驗」時，
杏兒說：「記得係拍《當狗愛上
貓》，嗰場戲其實冇乜嘢，但我唔知
係個胃唔舒服定點，咀完之後我當場
嘔。」當時對手為黃浩然。談到最不
滿意一套劇集時，杏兒直言是《衝上
雲霄 1》，她說：「因為算係第一次
戲份咁重，我嗰時真係唔知自己做緊
乜，因為第一次覺得自己要有角色嘅
鋪排，我覺得好迷惘同好驚，所以永
遠回望返都覺得自己可以做得更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