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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 Plan開港騷尋女友

David 玩插水失鞋

■Pierre多次走近台邊，
與歌迷互動。 陳敏娜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敏娜) 加拿大punk樂
隊Simple Plan前晚假亞博10號展覽館開騷，吸
引3000名樂迷捧場。他們多次感謝港迷的支
持，又透露希望在會場找到真命天女，譜出一
段異國戀曲。Bass手David Desrosiers則興奮
到玩插水，可惜事後遺失了一隻鞋，他大呻無
鞋 ，不能繼續唱歌，令個唱中止了數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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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 排隊等入場。Simple Plan一出場即以廣東話說出：

像相隔4年再度來港，有歌迷於凌晨6時已抵達會場

在。」他們叫歌迷盡量往前移動後，David突然跳下台玩插
水，事後在兩名保安幫助下才能返回台上，但他卻發現不
「你好嗎？」
，並帶來《Shut Up》
、《Cant Keep》
、《Jump》 見了一隻鞋，即時高呼：「我只有一千零一隻鞋，沒有
等連串快歌炒熱氣氛。
它，就不能繼續演出。」只是沒有歌迷肯歸還，個唱被迫
暫停了數分鐘。
Pierre被爆愛裸泳
安歌時，他們發現有保安與歌迷發生爭執，雙方有推
全晚他們與歌迷互動甚多，經常叫歌迷一齊和唱，高舉 撞，他們即時叫保安停手，不要為難歌迷。最後，他們多
雙手，並表示要找個香港女友，笑稱最愛辣妹。主音Pierre 次感謝歌迷的熱情，承諾必定會再來開唱。
Bouvier還邀請大家跟他去海灘暢泳，但遭David踢爆他酷愛
裸泳，呼籲歌迷要考慮清楚才答應。
唱至《Thank You》時，他們又向歌迷示愛，稱已深深
愛上大家。Pierre請教如何說廣東話謝謝，David口快教錯
做「打攪」
，後來才更正是「多謝」
，Pierre多次把歌詞中的
「Thank You」唱成「多謝」
，藉此感謝港迷的熱情。有狂
熱歌迷則豪把相機拋上台，Pierre執起後自拍，才把它歸
還，令人瞎眼。

勸保安與歌迷停戰
他們落力演出外，亦不時搞笑帶動氣氛，如唱至《Fuck
You》時，他們突然加插電臀大賽，除鼓手Chuck Comeau
要打鼓不能參加外，其餘4子均背向歌迷，大騷電臀技
巧，可惜未能決出勝負。他們還邀請歌迷完騷後一齊共
浴，但前提是能找到容納3000人一齊共浴的場所。他們表
示開騷前3天才抵港，身體感到有時差，但心裡則沒有，
因見到這麼多歌迷支持自己，他們直言：「永遠與大家同

■Simple Plan簡單地以巨型
畫布裝飾舞台。 陳敏娜 攝

來港宣傳「開心地驚訝」
AKB板野友美稱未受騷擾 尊敬木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威敏) 昨
日，AKB48成員板野友美來港為手
袋品牌宣傳。難得偶像來港，吸引
不少年輕Fans到場支持，有的更身穿
校服，看來是一放學後便趕過來。
首次來港的板野眼見如此多人支持
自己，也大感驚訝，談到板野在日
本綜藝節目《SMAP X SMAP》中，
被木村拓哉又錫又抱一事，她就稱
這只是遊戲節目玩得豪邁而已，木
村無騷擾她，她亦很尊敬木村。

想吃小籠包及燒賣
只見昨日逾200人到場支持偶像，
當板野甫現身，全場尖叫聲連連。
板野亦十分友善，一開口便以廣東
話向大家打招呼︰「大家好，我係
板野友美。」Fans即時再度狂呼。
既是來港宣傳手袋，而情人節又將
至，主持人又問她想收到甚麼手
袋？板野表示想收到朱古力顏色的

手袋，聽到偶像的心聲，即時有人
高叫︰「我送畀你！」足見板野的
吸引力。首次來到香港，板野會想
吃甚麼？她調皮地道想吃小籠包及
燒賣，她亦表示知道香港夜景很
美，很期待有機會欣賞。
每次AKB48有成員來港，場面總
是熱鬧，問到有這麼多Fans到場支
持，板野可有被嚇倒？她就圓滑地
稱是「開心地驚訝」
。來到香港，第
一眼的印象又是甚麼？板野指一下
機，最令她注意的便是香港高廈林
立，同時也希望有空可以逛一逛商
場。AKB48有不少成員曾到港辦握
手會，板野會否效法隊友，滿足
Fans近距離接觸的願望？她稱當然
希望有機會辦握手會，同時也想開
個唱，與大家分享音樂。問到早前
在綜藝節目中被木村又錫又抱一
事，她就澄清木村無騷擾她，只是
玩得豪邁而已，雖然為被抱而感驚

訝，但她表示很尊敬木村這位前
輩。

■板野與兩位外籍模特兒擺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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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不改清純風格

小Justin盼受尊重
加拿大小天王Justin birber(見圖)早前
接受雜誌《V》訪問，小Justin將於今
年3月便踏入18歲之齡，他坦言自己不
再是小孩︰「人們需要知道我不再是
小孩子了。」不過他也表示自己「仍
在學習之中」。這位年紀輕輕的小天
王，對處理事情也有自己的的看法，
「我不會嘗試去符合他人對我預期的想
法，或去派對，有人看到我與酒精為
伍，我想遵循自己的步伐。」雖然將要長大成人，但小Justin
並不希望改變自己的形象，「我不希望開始唱有關性、藥物
及髒話的歌曲。我現正蜜運之中，當我再年長一點，或會接
觸性事，但我想成為受大家尊重的人。」

精神上與耶穌契合
近日，小Justin被媒體拍得腿上有耶穌的紋身，他認為自己
並非教徒，他只是在精神上與耶穌契合，他相信耶穌的大
能，但指有部分前往教堂的教徒已迷失方向，他們不過為去
而去，但他亦補充︰「我並非不尊重他們，但就我而言，我
更 重禱告及與祂對話。」
■文︰Wyman/圖︰資料圖片

■板野來港宣傳，獲大批Fans到場
支持。
張威敏 攝

■板野高舉代言的
手袋。 張威敏 攝

Nicole扮工作人員谷戲

娛 聞 雜 碎
■美國時間1月10日，珍
妮花赫遜(見圖)於紐約為
其回憶錄《I Got This:
How I Changed My
Ways and Lost What
Weighed Me Down》舉
行簽名會。
美聯社
■外國媒體報道，剛誕下女嬰的Beyonce已經出院，還
稱消息得醫院的發言人證實。
■美國警方於去年11月表示會再調查妮坦莉活的死因，
昨日洛杉磯調查警長長官William McSweeney表示經過
數周的調查，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證明妮坦是死於謀殺，
因而裁定為死於意外。
■韓國男星李準基將於下月16日退伍，並於同日舉行粉
絲見面會，1500張門票前日開售60秒就售罄，粉絲要
求加場或更換更大的場地。
■JYJ成員朴有天將出演3月開播的新劇《閣樓王世
子》
，飾演從300年前的朝鮮穿越到現代韓國的王世子。
■演員高修將於下月17日迎娶比自己小11歲的美術系學
生女友。
■由車太賢和全智賢主演的電影《我的野蠻女友》將翻
拍成韓劇，下月起開始徵集劇本。
■由椎名林檎領軍的日本樂隊東京事變昨日半夜在官網
宣佈將於下月29日解散，並將於2月在橫濱Arena、大
阪城會堂及日本武道館舉行告別演唱會。
■AKB48的大島優子昨日出席第23屆日本珠寶名人獎，
作為20歲的代表獲得殊榮。

■排頭位，穿格仔衫女歌迷騷出與Simple Plan的親密合
照。
陳敏娜 攝

KARA首開亞巡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韓國女子組合KARA(上圖)昨日宣佈
將於下月18、19日在首爾奧林匹克公園
體操競技場開騷，是她們出道5年首個
個人演唱會，之後她們將由4月起，赴
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泰國等地開唱，更會在日本舉
行5場全國巡唱。前日有份客串張東健新片《登陸之日》
的成員Nicole(下圖)出席該片在東京舉行的試映會。因她
在戲中飾演陸軍聯盟記者會的接待員，她特意戴上粗框
眼鏡，假扮工作人員在會場派發電影宣傳單張逾10分
鐘，期間並沒被認出。事後她興奮呼叫成功了，直言：
「很久沒有試過與大家近距離接觸，很好玩。」對於首
次出演電影，她稱很緊張，幸好導演及一眾演員都很友
■文：Mana
■網上圖片 善。
■網上圖片

年輕不識波黑戰爭安祖蓮娜感羞愧
美國時間1月10日，安祖蓮娜祖莉(Angelina Jolie)(圖右)的新
作《In the Land of Blood and Honey》於華盛頓的猶太大屠
殺紀念博物館(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放映，安祖蓮娜
的愛侶畢彼特(Brad Pitt)(圖左)也有到場支持。安祖蓮娜一向
熱心公益，而電影內容又以波黑戰爭為背景，談到此，她就
說︰「衝突於我17歲時發生，我覺得我應該要知道更多，我
為了解不足而感羞愧。」談到博物館，她就表示該處於電影
實在十分吻合，「這實在是非常合適，可悲的是它非常適合
我們的電影。」
■文︰Wyman/圖︰路透社

佐治古尼領影帝殊榮

女友到場支持
美國時間1月10日，
繼紐約影評人協會
(NYFCC)於紐約舉行頒
獎禮後，美國國家評
論協會獎亦於紐約辦
頒獎晚會。雖然得獎
名單早於上月公布，但仍獲不少影星到場支
持，如Chloe Grace Moretz、姬拉麗莉(Keira
Knightley)(右圖)及阿歷保雲(Alec Baldwin)
等。不過最風騷的鐵定是獲頒影帝的男星佐
治古尼(George Clooney)(左圖)，因他獲女友Stacy Keibler到場
支持，難怪他不時展露笑容哩！ ■文︰Wyman/圖︰美聯社

韓國金唱片大賞首日

Super Junior連續4獎
韓國樂壇指標的第26屆金
唱片大賞今年移師日本大阪
巨蛋舉行，一連兩天的頒獎
禮將分別頒發唱片部及音源
部的獎項。昨午Super
Junior(見圖)、KARA、BEAST、CNBlue、f(x)等紅星均盛裝亮
相紅地毯，當中以Super Junior最受歡迎，他們亦成為首日的
大贏家，憑唱片《Mr.Simple》 拿下最高榮譽的「唱片大賞」
外，他們還拿下「金唱片人氣賞」、「MSN日本人氣賞」及
「唱片本賞」合共4個獎。致謝辭時，隊長利特感謝世界各地
歌迷的支持，承諾今後10年、20年仍會不斷努力往前衝。而
上周來港開唱的樂隊CNBlue亦獲得「唱片本賞」
。
■文：Mana / 圖：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