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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星情

走紅地毯時，眾星都各出其謀，爭相搶鏡。《吸血新世紀》女
星Nikki Reed、Avril Lavigne、 Cassie Scerbo等均悉心打

扮，務求以最好的一面示人；加拿大樂隊Marianas Trench更以置
身「滾球」的形式進場，非常突出，哥連法路(Colin Farrell)更是頒
獎嘉賓之一。而Selena自與小Justin打得火熱後，人氣急升，因此
便在紅地毯上大騷身材，又忙 與Fans拍照；小Justin亦不遑多
讓，穿上印有女星Tiffani Thiessen在電視劇《Saved by the Bell》角
色的T恤，十分出位，Tiffani更即在Twitter上作出感謝。

GaGa露Bra獻唱
典禮上，GaGa憑極具

爭議性的歌曲《Judas》贏
得了「國際年度MV獎(個
人)」及以《Born This Way》
拿下「UR Fave國際MV
獎」，只見她在台上非常興
奮，「我太、太高興了！」
又說︰「經常堅持自己的
信念；經常堅信自己的眼
光。」適逢曾與自己合作
的知名色士風手Clarence
Clemons剛剛逝世，她在

領第二個獎時不僅提及Clarence，也談到了自己的祖父︰「他
正與Clarence在天堂相伴。」又指自己很愛他們二人。GaGa經
常都會談到自己的Fans，這次也不例外，衷心向他們道謝︰

「我非常愛加拿大的『小魔怪』(其Fans暱稱)，這個獎是我最重要
的獎項之一，全因你們的關係我才得獎，你們是多麼的美麗。」
此外，GaGa亦在台上表演，其中在表演《Born This Way》
時，她依舊「破繭而出」，唱至忘我時，更脫下外套，
露出內衣獻唱；而Avril Lavigne亦有上台表演。

小Justin讚女友漂亮
另一邊廂，小Justin與Selena也是全場焦點，

Selena是主持之一，當小Justin上台領獎時，更
忍不住出「口術」 女。席上，小Justin、
Usher合作的《Somebody to Love (Remix)》
與Drake的《Find Your Love》共享「國際
年度MV獎(加拿大人)」；同時亦拿下「UR
F a v e 藝 人 獎 」。 上 台 領 獎 時 他 道 ︰

「Selena，很高興認識你，我是Justin。」
又說︰「你很漂亮，也許我們可以相約結
伴逛街。」不過不知道是否Selena太過
性感，令小Justin在台上目不轉睛地看
其胸脯哩！ ■文︰Wyman

加拿大時間6月19日，「2011 Much Music Video」

(MMVA)頒獎禮於多倫多舉行，一眾歌星紛紛盛裝出席，

聚首一堂。不過最矚目的自然是「百變天后」Lady

GaGa及炙手可熱的小天王Justin Bieber，兩位巨星均在

頒獎禮上滿載而歸，加上小Justin的女友Selena Gomez亦

一同站台，這對小情侶更在台上打情罵俏，羨煞旁人。

Lady GaGa加拿大獲獎謝Fans

小Justin領獎凝望女友

愛得痴纏

籌款新碟由歌迷揀歌

SMAP開免費騷 慶祝出道廿年 韓國人氣組合BIGBANG主音大成(見圖)

上月底捲入車死人事件，前日MBC新聞節
目《News Desk》率先披露死者的驗屍報
告，指死者的血液酒精含量為0.16%，因
醉酒駕駛撞到路燈，從電單車上摔下來而
暈倒，但傷勢應不會導致當場死亡，而死
者身上除有大成的車的車輛撞到痕跡外，
就沒有其他了，因此不排除死者被大成撞
到前仍生還的可能性。報告亦指出如果死

者躺在馬路上的時間太長，亦有可能因失血過多致死，但這已超
出國立科學搜查研究院的調查範圍，要交由警方判斷。

不過，國立科學搜查研究院澄清沒有向MBC電視台提拱死者的
驗屍報告，亦不曾與他們接觸過，並強調該報道可能與事實有很
大的出入，他們將於今日把驗屍報告轉交給警方。在韓國交通事
故致他人死亡以及超速行駛將判處5年以下的監禁或2000萬韓圜以
下的罰款。 ■文：Mana / 圖：網上圖片

電視台率先披露驗屍報告

韓國組合SS501隊長金賢重忙於宣傳新碟《Break
Down》，日前他錄影綜藝節目《演藝家中介》時，
透露計劃在30歲前結婚，但現在看來似乎不可能。
他又一直以為自己活得像大人，只是隨 年歲漸
長，覺得與成年人的差距愈來愈大。他指很多姐姐
粉絲都希望自己早日結婚，但他其實希望她們早點
遇上好男人結婚，他笑言：「看到她們挺 大肚子
來看我的演唱會，心裡感到溫暖。」

另外，日前他出席電台節目《朴素賢的Love
Game》時，指喝酒時經常聽到別人誤以為他愛喝紅
酒或洋酒。他直言：「雖然我很少喝酒，但我比較
喜歡喝燒酒，酒量大慨是三瓶半到四瓶燒酒。」他
還稱：「因出道時年紀較少，公司提醒我作為偶像
歌手，鬍鬚、初戀，酒、煙等都是禁忌話題，現在
卻很隨意把這些事掛在嘴邊，我想我已不再是偶像
了。」 ■文：Mana

金賢重不做偶像派

大成車輛撞死人機會高

日前，「毒后」Amy Winehouse(見
圖)在貝爾格萊德展開歐洲巡唱之
旅。可惜江山易改，品性難移，有指
她帶醉演出，不但歌詞唱不清楚，還
兩度離開舞台，令現場2萬名歌迷噓
聲不絕。不知道Amy是否心知表演失
準，難以應付如下的場次，因此她宣
佈將會取消部分行程，包括昨日在土
耳其伊斯坦布爾與明日在雅典的演
出，其發言人指︰「儘管Amy明白自
己需要履行對樂迷的承諾，但她感到
自己無法在現場以最佳的狀態演出，所以還是決定先休息一段時
間。」又指Amy向期待欣賞演唱會的歌迷道歉，但是認為這是應
該做的事。 ■文︰Wyman/圖︰資料圖片

歐洲開騷失準被噓

Amy Winehouse縮短巡唱行程

韓國型男演員柳時元日前
出席在中國珠海舉行的「法
拉 利 倍 耐 力 盃 亞 太 挑 戰
賽」，該賽事分為兩個組
別，分別是「Shell盃新人挑
戰賽」和「倍耐力盃經驗選
手挑戰賽」，柳時元以韓國
職業賽車隊Team 106隊員身
份參加新人賽。該賽事進行

首次預賽時，柳時元敬陪末席，及後他適應場地後，在排位賽拿
下首名。在前日舉行的兩場決賽中，他均以第一名衝過終點，成
為該賽事的總冠軍，亦是首位韓國人在該賽事摘冠。

柳時元表示很高興能代表韓國出賽，並獲得驕人的成績，是個
很好的經驗。他亦感謝前往機場及在比賽中為自己加油打氣的粉
絲。他將參加下月在上海舉行的法拉利挑戰賽第二站的賽事，挑
戰兩連冠。此外，香港明星郭富城亦有參與是次比賽，但因兩人
分屬不同組別，沒有機會作正面對決。 ■文：Mana

出戰法拉利新人賽

柳時元奪冠 成韓國第一人

催姐姐粉絲早點嫁

美國時間6月19日，第38屆艾美獎頒獎禮在
拉斯維加斯舉行，《The Bold and the Beautiful》
奪得最佳連續劇、最佳連續劇女配角、最佳
連續劇男新人及最佳連續劇製作團隊合共4
獎，成當晚的大贏家。當大會宣佈該劇連續3
年奪得「最佳連續劇獎」時，製作人Bradley
Bell在台上表示能夠站上業界的頂峰，感到很
開心。Michael Park憑《As the World Turns》
榮膺視帝，視后則由《General Hospital》的
Laura Wright奪得。名嘴奧花雲費(Oprah
Winfrey)雖沒有亮相典禮，仍獲大會頒發特別

成就獎，表揚她主持的節目對業界的貢獻，
她亦透過影片表達得獎感受。

■文：Mana

■韓星李東旭(見圖)昨
日自軍中退伍，指前
一晚很緊張，睡不
覺，沒有真實感。他
退伍後，將馬上投入
拍攝韓劇《女人香》。
■人氣組合SHINee日
前在倫敦艾比路錄音
室舉行日本出道慶祝演出，吸引800名粉絲
在錄音室外等候。
■女星韓彩英因美貌與健康兼備，被韓國化
妝品牌山心選為代言人。
■男子組合BEAST前日準備了1000罐飲料，

並親手貼上自製貼紙，送給在宣傳期一直支
持他們的歌迷。
■日本歌手青山黛瑪神秘現身歌迷的婚宴，
為一對新人獻唱歌曲《一直》，望為新人帶
來歡樂。
■人氣組合AKB48總製作人秋元康日前證實
新成員江口愛實是CG合成人。
■ 有 傳 荷 里 活 型 男 畢 彼 特 為 遷 就 新 片

《World War Z》在倫敦和格拉斯哥拍攝，決
定一家搬到英國過暑假。安祖蓮娜祖莉昨日
以聯合國親善大使身份，到訪意大利小島蘭
佩杜薩。
■性感女神瑪麗蓮夢露在電影《七年之癢》
中的經典白裙日前以460萬美元高價賣出，
暫不知道買方的身份。

《The Bold and the Beautiful》

艾美獎奪4獎稱霸

日本國民偶像組合SMAP昨日宣佈在8月17日
推出新碟《SMAP AID》，由歌迷選擇該碟收錄
的歌曲外，還捐出部分收益為地震災民籌款。
他們還將於9月9日在埼玉縣西武園遊樂場舉行
免費歌迷見面會，慶祝出道20周年。

原本SMAP計劃好好慶祝出道廿周年，但因東
日本大地震，決定把出道紀念活動的宗旨定

為：「向大家表達感謝之情，給大家帶來勇
氣。」第1波活動正是8月推出以「為大家加油
打氣的SMAP歌曲」為主題的新碟，他們稱地震
發生後，歌迷曾表示聽了他們的歌而受到鼓
勵，因此決定由歌迷投票選出大碟收錄的歌
曲，投票方法已於昨晚在《SMAP X SMAP》內
公布。每張大碟將捐出200日圓，透過尊尼事務

所的賑災計劃Marching J捐贈給災區。

傳9月北京開唱
他們還選擇在出道紀念日9月9日
在西武園遊樂場舉辦歌迷見面
會，免費招待購買新碟而抽中
隨碟附送門票的1萬名歌迷。
據知，1991年9月9日，SMAP以
歌手身份出道，在西武園遊樂
場舉辦宣傳活動，雖然當日颳

大風，他們還是堅持演唱出
道曲《Can't Stop！！-LOVEING-》
及與歌迷逐一握手，之後他們再
沒有重踏該地。此外，他們由8
月起，將在福岡、北海道、神

戶及名古屋舉行8場付費的歌迷見面會，所有收
益將通過Marching J計劃捐給災區。隊長中居正
廣表示：「歌迷見面會是個新嘗試，我們都很
期待。」，還呼籲歌迷踴躍投票，選出新碟的歌
曲。

隨忙於國內巡唱外，有傳SMAP將於9月16日
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首個海外演唱會，雖然
官網還沒有公佈，但據傳他們會於演唱會中為
溫家寶總理獻唱《世界上唯一的花》，表達對中
日友好的祝福。 ■文：Mana

■Avril Lavigne台上獻唱，務求推高
氣氛。 美聯社

■Marianas Trench以「滾球」形式
進場。 美聯社

■Lady GaGa愈唱
愈high，最後更露
Bra獻唱。 美聯社

■ 小 J u s t i n 與
Selena戀得火
熱，在台上也不
避嫌望女友。

美聯社

■柳時元高舉冠軍獎座。

■《The Bold and the Beautiful》台前幕
後所有工作人員，在後台與獎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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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溫家寶(左)上月訪日時，特接見SMAP。

■SMAP出新碟，幫助
災區重建。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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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賢重
和主持人
朴素賢合
照。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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