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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元暢握手會升呢
女粉絲享受按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台灣男星鄭元暢昨日來港舉行握手會，活
動上一名男童更忍不住錫了他一啖，而小綜除了餵小朋友食生果，現場又
為女粉絲按摩，手勢十分純熟，他自爆年半前曾拍拖，女友也曾為他按
摩，但現時單身。
■
■從握手到按摩手掌，真教
從握手到按摩手掌，真教
女粉絲舒暢得難以消受。
女粉絲舒暢得難以消受。

元暢昨日在九龍灣的握手會，近百市民

通話向他說生日快樂。活動上他除了餵小朋友
食生果外，又與粉絲玩「包剪 」遊戲，他更
為勝出的女粉絲按摩手部，手法非常純熟。之
後舉行握手會，大會事先聲明只准握手及Give
me five，不能合照及簽名。
問鄭元暢是否經常為女友按摩？他表示自己

很喜歡按摩，有機會也會替女友按摩，但不是
常常，因為他較喜歡被人按。他的女友可有為
他按摩？他初時裝作聽不懂，及後被記者追問
下才說：「女友也有為我按。（什麼時候？）
甜蜜的時候，吵架就不會。（對上一次女友為
他按摩是幾時？）年半前，女友是大家不認識
的，不是藝人。（現在可有女友？）現在沒有
拍拖。」問到他揀女友可要識按摩？他表示不

用，因為他可以教她，但女友識按摩會加很多
分。
鄭元暢早前去了日本拍月曆，他有戴口罩，
每天更會坐電車，順便觀察別人，這對演員來
說很重要。
問到他可知好友張艾嘉早前獲演藝學院頒發
榮譽院士？他謂因當時身在台灣，所以沒出
席，但也有致電恭賀張姐。

王菲長沙開唱 差點熱暈

■綻放的巨型玫瑰
花襯托，王菲演唱
雅致的一個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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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收近55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近年來內地電影票
房連創新高，統計顯示，今年上半年的電影票房達到近55億
（人民幣，下同）
，超過去年同期的48.41億，亦是近五年來的最
高紀錄。
據藝恩諮詢統計，截至6月26日，2011年內地電影票房為
53.1572億，而27至30日這4天時間內，內地可統計票房預計為1.1
億，照此來算，今年上半年的電影票房達到了近55億。從上映
的影片數目來看，今年1到6月份，全國一共上映了103部影片，
其中國產片74部（含14部合拍片）
，引進片29部，同樣創了歷史
新高，其中有18部影片票房過億。
據悉，今年內地票房開局不利，1月份僅錄得8億元，不敵去
年同期的11.9億。2月份全國票房10億，與去年同期持平。3、4
月份，中國電影市場驟然陷入冰凍期，兩個月才拿了大約10億
票房，比去年同期下降20%。不過，隨 《雷神》
、《速度與激
情5》
、《加勒比海盜4》
、《功夫熊貓2》和《建黨偉業》五部大
片在5、6月份扎堆上映，令內地票房突然井噴，兩個月內狂攬
了大約25億，幾乎相當於2009年上半年的票房，亦較去年同期
翻番。除《雷神》外，其他四部的票房均超2億，《加勒比海盜
4》接近5億，《功夫熊貓2》近6億。
業界認為，今年全國票房超過100億已毫無懸念。若以去年票
房六成來自下半年來算，預計今年的總票房可能超過130億。

演出搖滾音樂會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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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圍觀，粉絲更為他補祝生日，齊齊以普

內地電影票房創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敏娜) 天后王菲前
晚起在長沙舉行一連兩場的「王菲2011巡
唱」，不但罕有地轉唱5首新歌，還加入了
不少新的舞台效果，如隨 其歌聲慢慢綻
放的巨型玫瑰花、大型煙幕瀑布令人恍若
置身人間仙境，令不少歌迷呷醋，為何對
長沙歌迷特別好。身經百戰的王菲亦對是
次表演表示特別難忘，因為長沙氣溫高達
43度，奈何場地的空調出現問題，綵排時

她已熱到香汗淋漓，偏偏演唱會以春夏秋
冬為主題，開場服裝正是一件毛毛外套，
王菲苦笑說：「未穿上已經覺得會熱暈，
歌迷看到我會不會覺得熱上加熱？」不過
專業的王菲最後也背 毛毛外套上台獻
唱，為演唱會掀開序幕。據悉，王菲是次
個唱在當地掀起炒飛潮，最貴的3000元人
民幣門票被炒高至8000元，因此主辦方特
意採用人民幣防偽方法，杜絕假飛。

周杰倫8月來港開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寧寧）
周杰倫將於8月20日再度來港
開演唱會，但今次不是他的個
唱，而是他一直夢想做的搖滾
音樂會「LOUD Festival鬧哄
哄音樂節」。他將聯同兩屆金
曲獎最佳樂團「蘇打綠」，還
有香港的Mr.及其緋聞女友溫
嵐及小師妹袁詠琳首次同台唱
Rock，演出一場搖滾音樂會圓
他的夢想。由於不少周董歌迷
欲撲飛捧場，但又擔心偶像只
是唱兩首歌的客串嘉賓，周杰
倫承諾，他會以自己獨有風格
唱出本身多首金曲，演出超逾
45分鐘，是否再「安哥」則視
■周杰倫八月來港圓夢。
乎當晚現場歌迷反應決定。
今次音樂會假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門票7月5日正式在城市
電腦售票網公開發售，最高為880元，屬王者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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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動全台熱吹「奇服風」

Lady GaGa

《復仇者之死》再下一城
黃精甫 莫斯科膺最佳導演

■L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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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復仇者
之死》繼日前在「第33屆
莫斯科國際電影節」獲影
片媒體頒贈之「最具文本
哲學獎」，又再次傳來好
消息，導演黃精甫(圖左)
榮獲「最佳導演獎」，揚
威海外。在頒獎禮上，當
大會宣佈黃精甫獲得「最
佳導演」獎時，身在會場
的團隊欣喜若狂，差點喜
極而泣流下男兒淚。能夠在影展上斬獲兩獎，亦令香
港的團隊感到非常開心。而麥浚龍(Juno)對於黃精甫能
夠得獎感到興奮，更在微博上表示為他的得獎而感到
自豪。加上日前，再有一位俄羅斯導演邀請Juno為他的
電影創作故事和寫劇本，這對他意義重大，因為Juno除
了有份演出《復仇者之死》外，亦有參與電影的故事
原創。Juno很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無論自
己能夠拿獎與否，已覺感動。

獲贈台中市鑰
「百變天后」Lady GaGa昨晚在台中獻唱，但之前她先出席
由台中市政府主辦的歡迎會。席上台中市市長胡志強親自頒贈
由藝術家王俠軍打造的白瓷市鑰給GaGa；又安排泰雅族小朋
友獻唱，逗得GaGa非常開心，更稱「這是令她永遠難忘的一
天」；加上當局也定7月3日為「GaGa日」(Lady GaGa day)，
一眾Fans悉心打扮，「GaGa熱」可謂席捲全城，令人瘋狂。

由 唱，不少熱情歌迷在2日凌晨

於昨晚Lady GaGa在台中獻

開始排隊；昨天又適逢是「GaGa
日」，Fans全都大化奇裝，令全城也
見「GaGa」的影子。其中在台中舉
辦創意大遊行中，有Fans模仿GaGa
的「牛肉裝」，有女Fans穿上用豬
肉、牛肉、羊肉拼貼而成的「生肉比
基尼」；也有Fans頭戴「豬頭」，可
謂與「百變天后」不相伯仲。

擬明年來台開個唱

演出，我自己也很興奮，每一場表演
我都盡全力，所以今晚的演出會很精
彩。」
此外，當局又安排了泰雅族小朋友
獻上歌舞，GaGa在小朋友跳舞時，
主動想向小朋友討抱抱，但小朋友太
專注表演，讓她有點尷尬。一位原住
民小朋友更親自幫她配戴泰雅族特色
項鏈。受到如此歡迎，難怪GaGa也
忍不住擁抱這些小朋友，更道「這是
令她永遠難忘的一天」哩！

Rihanna

內衣裝獻唱

■GaGa與小朋友來
■GaGa與小朋友來
個愛的抱抱。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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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Ga於VMAJ贏三獎

GaGa在昨日上午10時20分左右乘
專車從台北晶華酒店出發前往台中，
另一邊廂，日本MTV電視頻道每
但她並沒有露面。及至下午的歡迎會 年一度的頒獎禮「VMAJ」因地震的
上，GaGa終於現身。她以一頭「黑 關 係 而 改 為 以 「 MTV VIDEO
白分明」的頭髮，配上鮮紅豹紋裝現 MUSIC AID JAPAN」賑災形式舉
身，依舊搶鏡。市長胡志強除了親自 行。日前亦公佈各得獎名單，GaGa
頒贈市鑰外，又送水墨名家為她所畫 憑《Born This Way》奪得「年度最佳
的畫像及原住民木雕，均令GaGa喜 音樂錄影帶」、「最佳女歌手音樂錄
出望外。GaGa亦入鄉隨俗，一開口 影帶」及「最佳跳舞音樂錄影帶」
便以中文「你好」向大家示好，她又 獎；小天王Justin Bieber就以《Baby》
讓歌迷詢問三個問題。先有Fans問她 一曲奪新人組別之獎項，而韓國女子
對台灣有何感覺，她表示首兩天印象 組合少女時代也以《Genie》拿下
最深刻就是台灣人的熱情。被問到何 「最佳組合音樂錄影帶」及「最佳卡
■泰雅族小朋友為GaGa戴上項
時到台開唱？她的一句「明年」，即 拉OK音樂錄影帶」獎。
鏈。
中央社
■文︰Wyman
令全場呼聲不絕，她又道︰「今晚的

■有Fans身穿「肉裝」、「菜裝」，
模仿G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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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hanna(見圖)日前在拉斯
維加斯表演，她以一身「內
衣Look」在台上獻唱，令台
下觀眾都目不轉睛地凝視
她。而八卦網站TMZ亦上載
了一張她與Drake上月在加拿
大夜店相擁的照片，更有目
擊者向媒體爆料，指二人曾
親吻，看來Rihanna與Drake
的戀情也逐漸浮出水面。此
外，Taylor Swift原定於美國
時間7月2日在路易斯維爾
(Louisville)開騷，但因生病的
關係，不得不延遲至10月11
日舉行，她在Twitter上向Fans
道歉︰「路易斯維爾，我真
的為個唱延遲至10月11日舉行而感到抱歉，這是我首次這
樣做，我真的感到抱歉。」希望Taylor能早日康復，再為
歌迷獻唱。
除了樂壇外，影壇也有新聞。有眼利的戲迷發現米高比
爾(Michael Bay)在《變形金剛：黑月降臨》中循環再用舊
作《謊島叛變》的片段。被戲迷發現漏洞，可謂是百密一
疏哩！
■文︰Wyman/圖︰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