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際 星 情

責任編輯：張威敏 版面設計：陳雲峰

2012年1月11日(星期三)

丈夫唱賀女兒出生
父親唱賀女兒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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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y-Z於新歌中
透露了Beyonce
以往的傷心經
歷。 資料圖片

早前外國媒體報道，Beyonce於美國時間上周六為丈
夫Jay-Z誕下一名女嬰，並取名為Blue Ivy Carter，不少
名人如Rihanna、桂莉芙柏德露(Gwyneth Paltrow)等均

B

eyonce與Jay-Z非常緊張此胎，有報道指他們
以130萬美元(約1,000萬港元) 包下紐約Lenox
Hill醫院的第4層樓，又安排保鏢嚴加看守，因而
惹起其他父母不滿。但原來夫婦二人的舉動與
過往的傷心經歷有關。

於網上留言祝賀，不過官方尚未發聲明作實。時至昨
日，夫妻二人終確認喜訊，Jay-Z還於官方網站上上載
新歌慶祝，但歌詞中卻透露出Beyonce曾經流產。

曾害怕失去女兒
為慶祝愛女出生，Jay-Z特意於官方網站上上
載新歌《Glory》，憑歌寄意，Rap出自己的心

情。其中談及到，「這是我感受過的最奇妙的
小女嬰Blue重7磅
感覺⋯⋯寶貝我將會把天空塗成藍色，我最大
此外，夫婦也有發聲明訴說自己的心情，
的創造就是你。」他還稱世界上最美麗的事，
「你好，你好，小寶貝Blue！我們高興地宣布，
便是「父親的小女孩」其喜悅之情，溢於言
表。不過歌詞中最令人矚目的還是談到以往的 我們美麗的女兒Blue Ivy Carter於周六(1月7日)出
傷心事︰「上次的流產實在是悲劇，我們曾害 生，她的誕生是觸動情感及非常平和的，我們
怕你(意指女兒)會消失。」他又續唱︰「上一次 正身處天堂。」聲明中又提到Blue的資料，「她
的疼痛，努力禱告是最後一次。」難怪他們會 是自然及健康地出生，並重7磅(3.18公斤)，這是
我們生命中最美好的經驗。」
■文︰Wyman
豪擲金錢，不惜大費周章哩！

宋慧喬出資推廣韓語

處女作柏林影展放映

韓國女星宋慧喬(見圖)日前自資
為美國紐約現代美術館發行韓語
簡介。據悉，今次全靠誠信女子
大學徐京德教授牽線，徐教授透
露：「紐約現代美術館於07年開
始推出韓語簡介，今年1月準備推
出新設計的簡介，並由宋慧喬全
力出資贊助。韓語簡介不僅能給
韓國遊客提供幫助，還能增強韓
國對外形象，今後我們也將繼續
與宋慧喬合作，將韓語簡介推廣至全世界」
。
宋慧喬表示：「因在中國、台灣等海外地方進行活動，了解
到韓語服務的重要性，所以才決定出資贊助是次活動。」
■文：Mana/圖：資料圖片

安祖蓮娜與前夫有機碰頭
日前，第62屆柏 Die》、《Gnade》、《Sister》、《Meteora》、
林國際電影節再公 《Tabu》、《Just The Wind》
、《Home For The
布入圍競賽單元的 Weekend》及Billy的《Jayne Mansfield's Car》
，無獨
名單，安祖蓮娜祖 有偶Billy的前妻安祖蓮娜執導的處女作《In The
莉的前夫Billy Bob Land of Blood and Honey》也會在影展中放映，二
Thornton的作品也 人或會在柏林碰頭。
有入圍，恰巧安祖
而已公布得獎名單的紐約影評人協會(NYFCC)於
蓮娜的新作也會在 紐約舉行頒獎禮，其中安祖蓮娜為支持拿下影帝的
■Michel(左)不但於NFCC 影展中放映，令這 愛侶畢彼特，特意以低胸裝到場，大展性感一面。
贏得最佳導演，還會與其 對過氣戀人有機會
史匹堡落選DGA獎
再聚頭。此外，第
他名導在DGA角逐殊榮。
美聯社 64屆美國導演工會
另一邊廂，入圍導演工會獎的分別是活地阿倫
獎(DGA Awards)公 (《情迷午夜巴黎》)、大衛芬查(《龍紋身的女
布提名名單，5位名導將會角逐「劇情類傑出導 孩》)、Michel Hazanavicius(《星光夢裡人》)、
演成就獎」
。
Alexander Payne(《繼承大丈夫》)及馬田史高西斯
在柏林影展的名單中，入圍的10作品分別是 (《雨果的巴黎奇幻歷險》)，而《雷霆戰駒》的
《Aujourd′hui 》、《Barbara》、《Caesar Must 史匹堡卻落選，令人意外。
■文︰Wyman

松山研一大河劇首播
低收打入歷年最差三甲

■安祖蓮娜陪同畢佬到場，略展性感。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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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u c y
Rose參與了
新碟多首歌
的和聲，今
次專程來港
與BBC同台
演出。

來自英倫的4人indie樂隊Bombay
Bicycle Club(BBC)早 前 來 港 出 席
Clockenflap音樂節，接受本報訪問
時，透露不後悔為了玩音樂，放棄讀
大學，卻坦承做音樂賺不到錢，笑說
連讀大學的錢都儲不到。他們又指對
音樂獎沒有興趣，反而想拿「最性
感男士獎」
。
BBC首度來港演出，但隊中主唱
Jack Steadman原來生於香港，自小已
返國的他趁今次機會認識出生地，結
他手Jamie MacColl亦曾隨學校來港參
觀，只有鼓手Suren de Saram及Bass手
Ed Nash是第一次來港。他們大讚是次表演場地有草
地，可望海，最重要是免費入場，不像英國的大型音
樂節般索取高昂的入場費。

對《吸血》無興趣
BBC於05年組軍，當時因上學會行經知名的Bombay
Bicycle Club印度餐廳，覺得店名很酷，就把它用作隊
名，但現在很後悔，想改名已經太遲了，所以他們多
愛自稱做BBC。成軍7年，他們推出過3張專輯，每張
的風格都不同：「很多樂隊走紅後，每次出碟都是差
不多風格，怕改變後人氣下滑，但我們不想每次都玩
一樣的東西，希望帶新鮮感給大家。」他們強調本質
是一樣，只是改變了表達的方式，又笑說下張專輯可

Suren
Jack

Jamie

能走R&B及搖滾風。新歌《How Can You Swallow So
Much Sleep》收錄於電影《吸血新世紀：月蝕傳奇》
的原聲帶中，Jamie透露沒有看過該電影，直覺不會喜
歡，又反問記者是否值得看。Suren也自認不喜歡該
片，只因女友是該系列電影的忠實影迷，曾陪家人及
女友觀看過。他直言：「該曲在電影中只播了5秒，
很難認出來，浪費時間。」但又賣口乖讚原聲帶做得
不錯，演員也很親切。

醉酒致辭不堪回首
為了玩音樂，他們放棄升讀大學，回頭再看，他們
不後悔當時的決定，表示大學遲多幾年都可以讀，但
如果不把握機會去做想做的事，將來想做都做不到。
不過，近年英國大學增加學費，令學生百上加斤，
BBC為他們感到難過，也笑說：「我們賺不到錢，可
能不夠錢讀大學。」2010年，他們於NME頒獎禮拿下
「最佳樂團獎」
，上月則獲《Artrocker》雜誌頒發「年
度最佳樂團獎」
，他們回憶NME頒獎禮時，一直認定
是對手La Roux得獎，4子均喝得醉醺醺，因此領獎後
接受訪問時，他們說話語無倫次。事後回看訪問片
段，他們十分後悔，直言：「這是人生最尷尬的一
刻。」他們稱得到表揚，沒有改變任何事，自己對獎
項也是抱 可有可無的心態，唯一最想拿下的反而是
「最性感男士獎」
，不過，Suren笑言：「我可能連入圍
資格都沒有，想得獎絕對是天方夜譚，但期望有一天
會成真。」
■採訪、攝影：陳敏娜

■BBC將於
3月為殿堂
級 樂 隊
Elbow作暖
場嘉賓，稱
對方可做他
們的父親。

Snoop Dogg
藏大麻被捕
據外國媒體報道，饒舌歌手Snoop
Dogg(見圖)於美國德州被例行檢查的邊
境管制人員攔下來，並於搜查期間，在
其座駕上嗅到大麻的味道，終搜出少量
大麻，Snoop因而被捕。美國海關和邊
境保護局發言人Bill Brooks表示︰「當我
們的人員做進一步檢查時，他們發現了
少量大麻，並把他交給Hudspeth的警
長。」而警方的發言人則稱Snoop「坦
率地承認」車內的大麻是屬於他的，他
現已保釋，並會於1月20日再出庭聆
訊 。 據 知 ，
Snoop一但罪
成，將會面臨
180天的牢獄之
災。
■文︰Wyman
圖︰資料圖片

日本型男松山研一(見圖)主演的
大河劇《平清盛》上周日首播，
平均收視率只有17.3%，比去年上
野樹里主演的《江∼公主們的戰
國》(21.7%)及前年福山雅治主演的
《龍馬傳》(23.2%)的首播收視率
低，亦是近6年來首齣大河劇低過
20%，《平清盛》更榮登歷年大河
劇首播收視率最差三甲，令人大
跌眼鏡。本來松山剛於本月5日喜
得麟兒，他和妻子小雪的經理人
公司均發聲明公布喜訊，以為可
趁機為新劇造勢，想不到成績比
預期差。其實由2000年開始，大河
劇的全劇平均收視率大多低過20%，當中06年仲間由紀惠主演
的《功名十字路》因角色不出名而成績較差，但今次松山飾
演的平清盛是日本著名武將，廣為人識。劇組期望之後播出
的源平戰爭場面，可提高該劇收視。
■文：Mana/圖：網上圖片

娛聞雜碎
■意大利時間1月9日，
《龍紋身的女孩》於羅馬
放映，朗妮瑪娜(見圖)一
身紅衣現身紅地毯，非
常搶鏡。
美聯社
■瑪麗嘉兒的丈夫Nick
Cannon因稱患輕微腎衰
竭而留院，其發言人指
Nick已經出院，又指他於
美國時間17日，將會回
歸電台節目《Rollin' with
Nick Cannon》
。
■Katy Perry於Twitter上
表示將不會出席People's
Choice頒獎禮。
■麥當娜受訪時感謝前夫辛潘及Guy Ritchie，令她學得如何製
作電影。
■曾為FTIsland創作歌曲《STARS》的日本知名作詞、作曲家
長瀨弘樹自殺身亡，在遺書上他寫道「很高興能創作許多歌
曲」
。
■朱智勛因聲帶結繭，在《齊瓦戈醫生》上演的2周前宣布退
出，經理人公司指朱智勛「毫無休息的排練導致他聲帶使用
過度」而令他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