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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手世界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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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姐赛引发!蝶变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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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小姐大赛始于
!"#!

年!是

全球举办时间最早的顶级选美大

赛!也是全球规模最大"影响最盛

的超级选美赛事!最初称为#节日

比基尼竞赛$! 为宣传英国旅游而

创立!后被英国新闻界称为#世界

小姐$%

$%&& '()*+

&'

(世界小姐$总决赛以促进世界

和平和文化交流"树立杰出妇女榜样

和帮助饥饿残疾儿童为宗旨!选拔才

貌双全"充满爱心"积极向上的优秀

女性代表!通过她们将和平"友谊和

爱心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发扬光大'

自
,"-!

年创办以来 !(世界小

姐$赛事已经先后在
./

多个国家成

功举办了
-0

届!该赛事倡导(有目

的的美丽$!提倡慈善义举!每年世

界小姐机构都组织和举办各种慈

善活动!已累积向全球的慈善机构

捐款达
.

亿
-

千万英镑'现在(世姐$

总决赛已逐渐发展成具有世界影

响的年度时尚文化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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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岁末 !

!//

多名来自世

界各国的(美丽使者$(空降$三亚!

首次在这座中国最南端城市亮相!

参加世姐组织机构在三亚举办的

(世界小姐$总决赛'

三亚以开放的和胸怀!超凡的

胆识与魄力!将(世界美女$引进了

东方古国的大门!并借姿态助(世

界小姐$发展(注意力$经济!提升

三亚城市品牌!加快地方经济又好

又快发展'

第
-1

"

-2

"

--

届世姐总决赛于

.//1

"

.//2

"

.//-

年连续在三亚举

行!获奖佳丽名单如下)

第
%&

届世界小姐总决赛

冠军 爱尔兰小姐
3(&4554

6789:;<

亚军 加拿大小姐
<4=45%5

7>:?9<@A7$

季军 中国小姐 关琦

第
%'

届世界小姐总决赛

冠军 秘鲁小姐
$4)%4 AB*%4

$45C%**4 D4)E%4

亚军 多米尼加共和国小姐

F*4B+%4 AB*%&&4 F)B= 3(+)%GBH=

季军 美国小姐
<45EI 345+4**

第
%%

届世界小姐总决赛

冠军 冰岛小姐
J55B) K%)54

89L?A7L$:6;MM93

亚 军 墨 西 哥 小 姐
64N5H

$;L9<7 L;<7

季军 波多黎各小姐
95G)%+

$4)%H 398O37 :7<M;:

()*+,-./0

.//,

年!中国江西姑娘李冰以

(中国三亚形象小姐$的资格!首次

代表中国出征在南非举行的第
-,

届世界小姐总决赛!夺得第
2

名!并

荣获(亚洲美皇后$称号'

.//.

年!中国
P

三亚
Q

小姐吴英

娜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第
#R

届世界

小姐总决赛! 最终获得了第
-

名和

(亚洲及大洋洲美皇后$的称号'

R//1

年!中国小姐关琦参加在

三亚举行的第
-1

届世界小姐总决

赛!获得第
1

名殊荣'

R//2

年!中国小姐杨金参加了

在三亚举行的第
-2

届世界小姐总

决赛'

R//-

年!中国小姐赵婷婷参加

了三亚举行的第
--

届世界小姐总

决赛'

R//0

年!中国小姐刘多参加在

波兰举行的第
-0

届世姐总决赛'

R//S

年!中国小姐张梓琳参加

在三亚举行的第
-S

届世界小姐总

决赛'

美丽三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