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變天后Lady GaGa難敵伊斯蘭
團體威脅，最後為保自己及歌迷安
全，昨早忍痛取消下月3日舉行的
印尼演唱會。

此外，其師弟Greyson Chance(見
圖)本月初跟師姐同期抵港，所到
之處吸引數百歌迷追隨，風頭絕不

遜於GaGa。在活動中多次表示很喜歡香港，又見港迷這麼熱
情支持自己，Greyson十分有禮，特意拍了一輯靚相，選了自
己最喜歡的照片，在上面寫上「多謝，香港」及附上親筆簽
名，並印製成明信片，隨新碟《Hold it 'til the night》香港特
別版附送，作為回饋給港迷的禮物。他前日更在Twitter透露
因為太掛念歌迷，希望快些舉行巡唱。 ■文：M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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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梁靜

儀 ) 許 廷 鏗
(Alfred)(見圖)昨
日到荷里活廣
場出席《日清
滋味滿FUN嘉
年華》，他除與
小朋友玩遊戲
外，又示範煮
即食麵，並親
手餵小朋友食麵，大受小朋友歡迎。Alfred前晚到廣
州出席簽唱會，昨午又要出席活動，難怪他不時打
呵欠。他表示已是第2次到廣州辦簽名會，因有Fans
在網上表示希望他去辦簽唱會及開唱，所以今次便
達成他們的心願。他笑道：「可能笑得太多，個嘴
有 及唔自在。」

Alfred今年便大學牙科畢業，他表示日內便會考期
末試，所以完成活動後要返家溫書，將5年所教的書
本重溫。他又指公司很好，在宣傳期也給他時間溫
習。說到近日多位男藝人捲入裸照風波，問到他可
試過被邀拍裸照？出道不久的他慶幸未遇過，他
說：「咁又無試過，最緊要小心，試過有品牌贊助
我，要我試衫，我交俾經理人公司去搞，係真有其
事，但藝人都要小心。」

開簽名會滿足廣州歌迷
許廷鏗沒被邀拍裸照

視成龍 李連杰為英雄
加雷斯埃迎斯盼可合作

9子舞 巨型扇現身舞台，以
出道曲〈Ultra Music Power〉

揭開序幕，並用英文及中文
「你好」打招呼，山田涼介、藪
宏太及知念侑李等人先後吊威

在半空亂舞，場面震撼。頭3
首歌他們已極速換了3套衫，唱
到〈Star Time〉時，還跳到花
道旁，與歌迷近距離接觸，山
田涼介更清唱兼送飛吻，惹來
連番尖叫。

夾Band騷音樂才華
雖然9子並沒有安排個人表

演 ， 但 他 們 分 成 Hey! Say!
BEST(HSB)及Hey! Say! 7(HS7)兩
組演出。HSB拋花送給台下歌
迷，HS7則舞魔術棒跳椅子舞，
還用絲巾變出HSB，大騷魔
術。因岡本圭人小時候曾赴倫
敦留學，當晚還充當英文翻
譯，直言：「一直夢想來香港
演出，今次見到大家臉上充滿
喜樂，我們也很開心，希望大
家好好享受這一晚。」

9子首度來港開騷，特意請來
去年曾隨山下智久來港演出的
師弟團ABC-Z一齊表演，ABC-Z
的塚田僚一甫登場已連打數個
空翻，之後又與隊友一齊半天
吊玩太空漫步，技驚四座。HSJ
也不讓ABC-Z搶鏡，岡本圭人
彈結他，八乙女光彈Bass，中島
裕翔打鼓，山田涼介吹色士
風，以樂隊形式jam歌，盡展音
樂才華。

想與成龍見面
MC環節時，9子逐個打招

呼，又幫自己演過的日劇賣廣
告，八乙女光要大家喊他在日
版《原來是美男》中的名字勇
氣，並自爆食了很多中藥，以
便有體力應付演唱會。他們透
露想去迪士尼玩，又希望跟成
龍見面，並感謝大哥送花籃祝
賀。他們讚港迷有活力、可愛
及漂亮，還讓歌迷問問題，但
歌迷卻選擇向他們示愛兼索
抱，可惜講錯成叫他們互抱，

令他們很尷尬，疑惑為什麼港
迷的喜好那麼奇怪。

演唱會尾段時，他們不時吊
威 表演倒吊、空翻等高難度
動作，又打太鼓，ABC-Z則舞
劍玩變臉，驚喜連連。9子唱出

〈Thank you~讓我們對你說~〉
前，謝港人出錢出力援助日本
渡過地震難關，特意以該曲致
謝，唱到一半時，熒幕突然打
出中文字幕，9子也改用廣東話
唱，令人動容。最後他們以

〈學校革命〉為個唱畫下圓滿句
點。

將於7月來港開騷的韓國樂隊FT Island(見

圖)前晚假台北南港展覽館舉行演唱會，吸
引8000名歌迷捧場。他們全晚唱了〈希
望〉、〈Bing Bing Bing〉等22首歌，當中最
新日文細碟《NEVERLAND》內的歌亦有唱
到。主音李弘基表演落力，除經常滿場飛
外，又賣口乖，讚自己是帥哥，歌迷是靚
女，唱到〈Primadonna〉，弘基兩度用中文
高呼「我愛你」，而唱到〈告白〉時，全場
歌迷做出愛心手勢，弘基看後感動到喊。完
騷後，5子均在Twitter發文謝台迷支持，Bass
手李在真則就中文說得不好道歉，承諾下次
會好好學中文。 ■文：Mana / 圖：路透社

FT Island中文差致歉 歌迷弄喊李弘基

HSJ飛天開騷 大耍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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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敏娜) 日本尊尼事務

所 偶 像 組 合 H e y ！

Say！Jump(HSJ)前日

一連兩日假九展匯星

舉行4場亞洲巡迴演唱

會，全晚不但又唱又

跳，還經常玩飛天、

打空翻等危險橋段，

令人目不暇給，尾聲

時，他們還把〈Thank

you~讓我們對你說~〉

一曲譜成廣東話歌詞

唱了近半首，謝港迷

去年對東日本大地震

的援助，認真有心。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梁靜儀) 將於下
月在港公映的亞洲
動作片《突擊死亡
塔》導演加雷斯埃
迎 斯 (Gareth H
Evans)、男主角艾
高(Iko Uwais)以及當
中飾演「癲狗」角
色的逸殷(Ya y a n
Ruhian) ，昨日來港
出席西九龍中心舉
行的宣傳活動，艾
高與逸殷即場大獻武技，打到拳拳到肉，相當認
真，看得台下觀眾嘩聲四起，隨後他們再與3位觀眾
切磋武藝。導演加雷斯透露已第2次來港，兩位演員
則是首次訪港，因行程緊密，他們只能在車上欣賞
青馬大橋的美景，但他亦有帶兩位演員品嚐香港美
食，最愛是北京填鴨。完成香港宣傳後，他們下一
站會飛往印尼宣傳。從小已喜歡香港動作片的加雷
斯表示，最喜歡的武打明星是成龍及李連杰，他
說：「佢 我心目中都係英雄，有機會合作當然
開心，今次 香港我都特別緊張，而新片中亦富有
亞洲色彩。」被稱為印尼版Tong Jaa的艾高多謝大家
的抬舉，又謙稱與Tong Jaa仍有一大距離，對方是其
崇拜的武術家，有不少值得學習的地方。他們又透
露明年1月將會開拍續集。

■美國樂壇天后瑪麗嘉兒(見圖)

前 晚 在 摩 洛 哥 舉 行 的

「Mawazine世界節奏國際音樂

節」表演，大唱首本名曲。

路透社

■樂壇天后Beyonce前日在大西

洋城賭場度假村舉行演唱會，她

產後首度開唱，身形略為豐滿。

■羅拔柏迪臣(Robert Pattinson)

日前獲經理人告知沒有接拍《飢

餓遊戲》續集《星火燎原》。

■韓國組合Super Junior前日開始一連兩晚在首爾舉行安可演唱會，隊

長利特脫去上衣打鼓，銀赫爆跳舞跳到腳抽筋。

第 65屆康城影
展於今日凌

晨時分舉行競賽單
元的閉幕禮，各獎
項已名花有主。前

一日當地時間5月26日，大會則率先舉行非競
賽的「一種關注」單元頒獎禮，華人之光婁燁
執導的《浮城謎事》最終沒有拿下任何獎項，
敗興而回。而同日荷里活女星莉絲韋特絲潘
(Reese Witherspoon)出席競賽片《Mud》的首映
禮時，改穿鬆身裙，遮肚行紅地毯，可惜成效
不大。

墨西哥導演Michel Franco執導的《Despues
de Lucia》拿下「一種關注」單元最佳電影
獎，導演Aida Begic的《Djeca》獲得了評審團
特別卓越獎，《Le Grand Soir》則獲得評審團
特別獎。加拿大女星Suzanne Clement及比利時
女星Emilie Dequenne共同登上影后殊榮，可惜
影帝則從缺。婁燁對敗走康城並沒有作出任何
回應。而評審團主席添羅夫(Tim Roth)直言：

「今次入選的電影質量非常高，那些電影人從

未讓我們失望！我們抉擇時十分艱難，但也激
情十足。不論獎項花落誰家，每部電影都應如
英雄般受到矚目！」

莉絲不介意當綠葉
同日，莉絲韋特絲潘夥同拍檔馬修麥康納希

(Matthew McConaughey)主演的《Mud》舉行首
映禮，莉絲雖穿藍色鬆身裙亮相，但仍難以遮
掩巨肚，孕味甚濃，她還貪靚穿高 鞋示人，
完全不怕跌倒。雖然莉絲在片中飾演配角，但
因故事及小演員們均十分出色，令她甘於當綠
葉。導演Jeff Nicols透露為了遷就莉絲，多讓她
在酒店休息，並謂即使莉絲的檔期甚短，但她
與角色太匹配，因此堅持起用她。

當地時間5月27日，法國女星柯德莉塔圖
(Audrey Tautou)主演的《Therese Desqueyroux》
成為影展閉幕片，她透露角色性格複雜，花了
很多時間研究，又謂不怕大家拿來跟成名作

《天使愛美麗》作比較，直言：「艾美麗的形
象是具有象徵、代表性的人物，不明白為什麼
我要發起一場反對她的戰爭。」 ■文：Mana

莉絲鬆身裙遮肚踏紅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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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婁燁(右三)現身《浮城謎事》的拍照會。 法新社

■莉絲穿藍色鬆

身 裙 亮 相 紅 地

毯。 路透社

■柯德莉塔圖(右)被

導演的動作惹笑。

美聯社

■HSJ穿上日本傳統服飾獻唱。

■HSJ又唱又跳，落力表演。

■HSJ獲

成龍送花

籃祝賀。

■HSJ與港迷合影。

■左起：逸殷、加雷斯、艾高。

Lady GaGa
取消印尼個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