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搖滾巨星「波士」Bruce Springsteen御
用伴奏樂隊E Street成員、知名色士風手
Clarence Clemons(見圖)美國時間6月12日
在佛羅里達家中中風送院後，延至18日
因併發症病逝，享年69歲。Bruce得悉
後，在官網發文悼念，讚揚他是位好拍
檔及好友，全靠Clarence一直在旁支持
自己，才能創作出這麼多動人的樂曲。
他更指Clarence的離世是無法衡量的損
失，會把其音樂及一生銘記在心。

Clarence曾為前美國總統克林頓演奏
外，上月底亦為百變天后Lady GaGa在

《全美偶像》決賽中伴奏，還客串GaGa
的新MV《The Edge of Glory》。GaGa得

悉他中風後，在Twitter留言慰問外，還希望能與Fans合製短片，願他早日
康復。不過直至截稿前，GaGa對Clarence的離世仍未作出回應，似是仍不
知道此事。 ■文：Mana / 圖：美聯社

色士風大師Clarence病逝
「波士」Bruce哀樂壇失瑰寶

韓國型男車勝元(見圖)去年曾赴台舉辦見面
會，不但獻唱國語歌《茉莉花》，還向在場粉
絲下跪行大禮，並承諾會再度訪台，日前他
信守約定，宣佈將於下月24日在台北國際會
議中心舉行粉絲見面會，令台灣粉絲十分雀
躍。本月7號剛好是車勝元的生日，台粉絲專
程快遞送上蛋糕、花籃及祝賀布條，車勝元
亦表示會準備特別的驚喜送給大家。

近日，車勝元主演的新劇《最佳愛情》大
受歡迎，收視率逼近20點大關，劇中他飾演
的頂級男明星選擇隱瞞戀情，劇中另一主角

尹啟相亦贊成此舉，並透露如果自己有了女朋友，絕對不會公開。他指
對粉絲感到抱歉，但公開後，本來可以兩個人解決的事情，還要去說服
大眾，得不償失。 ■文：Mana

兌現承諾 車勝元下月訪台

■華特迪士尼動畫電影製作人John

Lasseter(見圖)昨日現身執導的動畫

片《反斗車王2》的首映，獲一眾

荷里活紅星撐場，心情興奮。

路透社

■型男賴恩雷諾士(Ryan Reynolds)

主演的新片《綠燈俠》日前在北美

開畫，單日收2千多萬美元，成北

美開畫日冠軍。

■在《哈利波特》中飾演金妮的

Bonnie Wright日前以濃妝拍攝雜誌

封面，宣告自己大個女。

■韓女星李多海前日下午因過度疲

勞，入院吊鹽水。事後她即返回片

場，趕拍韓劇《Miss Ripley》。

■韓國組合大國男兒日前在日本舉

行粉絲見面會，吸引近萬名粉絲捧

場。

■日本紅星東山紀之為宣傳新片

《小川之邊》，一天內走訪20間戲

院，創下日本電影的宣傳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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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聞雜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寧寧)《建
黨偉業》一眾主
創及演員包括導
演韓三平、黃建
新、演出毛澤東
的劉燁及陳獨秀
的馮遠征昨日下
午來港展開宣傳
之旅。發行公司
英皇集團主席楊
受成特別在南丫
島設宴歡迎。旗
下藝人張家輝、泳兒、詩雅、關智斌、湯怡和鍾舒漫亦有出席，兩位名導演加
三位中港影帝、一眾偶像在南丫島上出現即引起哄動！

楊受成表示：「《建黨偉業》的宣傳早於六月初已在內地開始，眾人都十分落
力！今日來到香港，特別設宴在南丫島就是希望大家在繁忙的工作中，有機會
去特別的地方欣賞香港的特別風光。」張家輝盡地主之誼，一早到海鮮檔將整
晚的菜單定好。在旁的楊受成主席都說笑一句：「今晚你是我的老闆吧！」家
輝笑言：「我對食海鮮有研究，哪些新鮮、夠肥美一看就立即知道！劉燁大哥
及馮遠征遠道而來，當然要由我這位『東道主』來作客。」

劉燁特別向《王的盛宴》劇組請假來港支持，他一到海鮮檔立即忍不住挑海
鮮，原來他最愛是蟶子！「之前來香港來來去去都只可以在酒店點餐，根本未
多看香港的風光。楊老闆的細心安排真的很好！」馮遠征感覺特別新鮮說：

「當上演員後，一直沒有機會在公開的地方食得那麼開懷，真可惜太太沒有時間
來香港，如果她也在，一定會十分開心！不過，我看到旁邊的小店有不少特色
的海味，我要買回去北京，與太太分享。」

楊受成請《建黨》主創南丫島嘆海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 曾志
偉昨日應日本國家旅遊局邀請，邀請
50名藝人往日本拍攝旅遊特輯，為當
地旅遊業打氣。昨早志偉率領呂慧
儀、梁靖琪、洪天明、江欣燕、鄧兆
尊等人，起程前往日本拍攝節目，日
本國家旅遊局(香港)所長田口一成先
生亦專誠到機場送行，並送上一件日
本演歌和服給志偉。

此行大隊將會到東京、京都、和歌
山等地拍攝，預計逗留兩星期，同時又會製作一連五集的《獎門人放暑假》特
輯。志偉表示這次是破天荒的活動，因參與藝人多達近50名。他贊同鄭秀文的
說話，日本是個令人緬懷的地方，所以他們十分支持是次活動，希望吸引更多
人赴日旅遊。地震後首次赴日的志偉表示：「當地安全，而且旅遊警示已經解
除，我 唔係去災區，大阪都唔係災區，只是有少少擔心東京會有輻射。(會否
自備食物？) 唔會，既然去得就唔好同人唔同。」早前黃宗澤被雜誌偷拍全裸
照，志偉表示這幾晚演藝人協會已開會商討事件，非常正視這事，比起阿嬌事
件，這次更嚴重，稍後會再公佈，他說：「好多 都好想做，但最想係立法，
而家搜集更多資料，並成立小組去跟進。(會唔會有聲討活動？)唔知。」問到志
偉知不知道林燕妮病了，他表示不知道，亦未有找對方。

與50藝人同赴東瀛

荷里活女星金美倫戴

雅絲(Cameron Diaz)和籮

霸Jennifer Lopez前日一

同擔任德國長壽電視節

目《Wetten, dass..?》夏

日特輯的嘉賓。金美倫

穿上深藍色短褲裝，大

騷 美 腿 ， 籮 霸 則 穿 上

Deep V印花長裙，

別 具 苗 頭 。 不

過，當籮霸彎腰

整理裙襬，準備坐

下時，卻意外露出

右邊乳頭，甚為失

策兼尷尬。該節目在西班牙鬥牛場進行錄影，除金美倫及籮霸
外，模特兒Heidi Klum、德國一級方程式車手

Sebastian Vettel及唱片監製Dieter Bohlen均有亮相，
但籮霸的出場排場最為隆重，可坐馬車進入鬥牛
場，男主持人Thomas Gottschalk還幫她挽裙襬，
以免被會場颳起的陣陣大風吹起，十分體貼，
可惜當他們走到沙發，籮霸彎腰整理長裙，
以便坐下時，V領向外移導致意外露點，
幸好時間甚短，沒有引起在場觀眾的注
意，不過已被在場的「狗仔隊」把握時
機攝入鏡頭，真慘。

籮霸兩年沒戲渴望再拍
籮霸接受訪問時透露很享受出任

《全美偶像》的評審，但仍未決定
下輯會否繼續留任。她表示錄影該
節目帶給自己很多的驚喜，很喜愛該節目，但下年她已
計劃了很多工作，要考慮自己真正想做甚麼，才能決定

是否繼續出任評審，又指現在仍有時間，還未到做決定的時刻。不過，她直言很想再做演
員：「我已經兩年沒有拍新戲了，很想再拍電影！」其後，她換上黑色羽毛裝，演唱自己的
新歌《On the Floor》。

金美倫與前愛片場歡聚
金美倫則在節目中宣傳新戲《Bad

T e a c h e r 》， 雖 然 其 前 男 友 J u s t i n
Timberlake為戲中主角，金美倫並不因
此感到不便，她指與Justin是好朋友，喜
歡一齊在片場開玩笑，笑言：「如處身
在天堂。」她表示在戲中飾演一位做盡
壞事的老師，直言：「作為一名專業演
員，我應該令觀眾喜歡我演繹的角色，
但看完劇本後，我很懷疑會有人喜歡這
樣的女性。」該片導演Jake Kasdan則表
示很多人希望看到金美倫壞的一面，才邀請她出演此角。 ■文：Mana

■晒長腿的金美倫(右)站在一
旁觀看。 法新社

■籮霸坐在心形舞台裝置上，獻唱新歌。 美聯社

■籮霸身穿Deep V裙，飄
逸進場。 法新社

吳卓羲、周家蔚及樂瞳昨日出席於大埔新達廣場搞
的父親節活動，Ron甫到場即被追問用跑車載張

馨予一事，Ron起初說：「都回應了啦。」記者指他未
有交代清楚，他便說：「私人事不想說太多，多謝關
心。不想再回應了，免得越描越黑。」問他壓力很大
嗎？他坦言都幾大壓力。

相信張馨予為人
記者追問是否正與對方拍拖？Ron說：「接載對方是

一種禮貌，因女方在香港沒有朋友。」但就不回應是否
載了對方返自己家。被指與女方於家中不外出兩天，他
表示有出過去，與整班朋友一起吃飯。下次仍會接載女
方嗎？他稱其實都幾驚，好像近日黃宗澤都被偷拍。那
為何不承認男女朋友關係？他再次強調是私人事。有報
道指張馨予於內地向記者默認拍拖，指自己懂廣東話及

懂與香港人溝通，
Ron回應說：「對
方大概不是說這
些。」有指他的粉
絲擔心他似林 受
內地女藝人潘霜霜
傷害，於微博留言
叫張馨予不要傷害
他。他說：「我沒
有看到，擔心我感
情受傷，不如擔心
我之前拍劇受傷
啦，現在我都要自
己做物理治療，但套劇仍然有好多動作場面。」

不擔心流出親熱照
早前林 與潘霜霜的親熱照流出鬧至滿城風雨，極

受傷害，問Ron會擔心有親熱照流出嗎？他稱林 事件
已完結不要再談，更求饒：「大家放過我啦。」問他
是對朋友信任嗎？他稱每個朋友都信任。有否被人出
賣過？他想了一會說：「無畀人出賣過。」記者指會
否是懵然不知？他即說：「相信不會。」似相信女方
的為人。但外傳他有感是張馨予放料給傳媒拍照，所
以已向對方提出分手，Ron說：「這些不回應了。」黃
宗澤在家中被偷拍「全相」，問Ron現在是否將全屋窗
簾拉上？他稱女傭一看見周刊即替他將全屋窗簾關
上，女傭知道他在娛樂圈工作，會保護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寧寧) 日前藝人吳卓羲(Ron)被傳媒拍

下駕跑車於香港機場接載內地女藝人張馨予返家，報道指二

人在家中兩天足不出戶，報道登出後昨日Ron首度出現公開

活動，對記者追問是否與張馨予拍拖？他未有畀出清晰答

案，只堅持說私人事不想回應。問他不公開拍拖是公司施

壓？他稱公司沒施壓，壓力是來自傳媒。

志偉為旅業打氣

■《建黨偉業》眾人吃得甚開懷。

■曾志偉獲日本國家旅遊局代表贈
送演歌和服。

■Ron即使
被記者追問
戀情，仍笑
容 滿 面 回
應。

■張馨予
深得Ron
的信任。
資料圖片

■Ron玩遊
戲時十分專
心，不受緋
聞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