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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小天王Justin Bieber近日在舉行巡
唱期間於澳洲黃金海岸一間酒店外牆塗鴉並
上傳到網上與粉絲分享，然而黃金海岸市長
就非常不滿，更要求小Justin回到酒店把塗
鴉清潔乾淨。
小Justin日前在Instagram上傳了一張類似

怪獸的卡通塗鴉作品，據悉是他近日舉行巡
唱期間於澳洲黃金海岸一間酒店的外牆畫
的。雖然酒店顯然很開心小Justin在酒店留
低畫作，稱是他們准許對方這樣做，不過黃
金海岸市議會就不是這樣想，他們認為塗鴉
地點是在私人地方，途人看到亦會覺得礙
眼。黃金海岸市長Tom Tate的發言人向傳
媒表示要將塗鴉移除，市長辦公室曾把一些
清潔用品給小Justin，但他當時已經離開酒
店，市長又透過Twitter向小Justin留言，希
望對方回到酒店清潔塗鴉。
另外，單是清潔似乎未能平息市長的憤

怒，他向澳洲傳媒表示如果是普通人這樣做
的話需要接受80至100小時的社會服務令，
他提議小Justin除了回到酒店清潔外，亦可
以選擇下月回來開騷唱聖誕歌作補償。

新MV奉旨親熱
此外，小 Justin 的新歌《All That Mat-

ters》的預告片曝光，片中他與打扮火辣的
女模特兒又攬又咀，還被對方從後舔耳仔，
其中一幕更與Kanye West早前推出的新歌
MV《Bound 2》中與未婚妻Kim Kardashi-
an親熱的情景相似，與女模特兒在電單車上
咀咀。 ■文：Bosco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9歲童星濱田茲音上周來港，宣傳將於下

周四(5日)在港上映的電影《阿信的故事》。茲音在戲中飾演童

年版的阿信，她謂是次拍攝經歷實在太辛苦，有感阿信長大的

人生也必定苦不堪言，所以將來長大後，她一定不會演成人版

的阿信，寧願拍些開心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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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海岸酒店塗鴉惹不滿
小Justin被市長命令洗牆

■韓國型男張東健
前日西裝骨骨出席
某汽車品牌的活
動，同場的還有金
惠秀及李政宰等
人。 法新社
■韓國樂壇天王
Rain前日被告發，
稱他作為演藝兵服
役期間，經常申請
休假，違反了兵役規定，有關部門已經開
始調查。
■韓國人氣組合東方神起將於12月26日
至27日在首爾舉行出道十周年紀念演唱
會。
■日本尊尼事務所組合SMAP隊長中居
正廣為Kis-My-Ft2的分支組合「舞祭
組」的新歌MV初次擔任導演。
■荷里活型男湯告魯斯(Tom Cruise)否認
與女星兼科學教教友Laura Prepon撻
着。
■影星艾斯頓吉查(Ashton Kutcher)與狄
美摩亞(Demi Moore)前日正式辦妥離婚
手續。

美國樂壇天后Beyonce日前遭前埃及古物
事務部部長Zahi Hawass於訪問中狠批，他
憶述在2009年曾與Beyonce相遇並擔任對方
的嚮導，Beyonce當年在舉行「I Am...」巡唱
期間抽空到埃及金字塔觀光，他表示Beyonce
不單遲大到，更拒絕向他道歉，而且Beyonce
的攝影師更差點動手打其攝影師，令他相當憤怒，於是破口大罵Be-
yonce無知，禁止對方到金字塔觀光。不過Beyonce的發言人就表示從

未發生過這件事，指對方講大話。 ■文：Bosco

Beyonce無禮貌
曾被逐出金字塔

美國青春女歌手Miley Cyrus今年以出位行徑火速上
位，她現在更以29.4%的票數領先《時代雜誌》2013年
年度風雲人物選舉。據悉，《時代雜誌》正在網上向讀
者進行調查，Miley暫時打低了各界名人帶出，緊隨她其後
的則為印度政治家Narendra Modi及美國國安局承包商前僱
員史諾登（Edward Snowden），截至前日下午他們分別得
到12.5%及9.6%的票數，與Miley相距甚遠。至於一
些荷里活重量級人物例如女星安祖蓮娜祖
莉(Angelina Jolie)及美國名嘴Jimmy Fallon
分別只有0.8%及1%的票數。■文：Bosco

Miley Cyrus
有望封年度人物

百變天后Lady GaGa的新專輯《ARTPOP》上周推出
後即登上Billboard二百強專輯排行榜(Billboard 200)的首
位，售出258,000張唱片，不過來到本星期已經無以為
繼，銷售暴跌82%兼跌落第8位，僅賣得46,000張。至於
美國人氣饒舌歌手Eminem的《The Marshall Mathers LP
2》前日則重返榜首，售出120,000張，而他與Rihanna合
唱的《The Monster》則繼續坐擁網上下載榜首位。

■文：Bosco

Lady GaGa
新碟成績急跌

世界殿堂級動畫大師宮崎駿創作生涯
最後一部作品《風起了》下月正式在香
港上映，而電影的原聲大碟已經率先推
出，讓各粉絲率先用聽覺感受電影。今
次原聲大碟由日本音樂大師久石讓親自

操刀，網羅了《風》片中使用的所有配樂，其中更包括日本樂壇才
女天后松任谷由實(舊名：荒井由實)主唱之主題曲《飛機雲》合共
32首作品，絕對值得粉絲珍藏。 ■文：Bosco

久石讓操刀
《風起了》原聲碟

堅持笑星路線
Ylvis為世人送歡樂
香港文匯報訊 挪威二人組合Ylvis由兄弟班

Vegard和Bard Ylvisaker於2000年組成，上周他
們來港出席MAMA頒獎典禮，並抽空接受傳媒
訪問，他們透露從未想過會憑《The Fox》走
紅，即使別人笑他們傻，局限自己僅行笑星路
線，甚至花費高成本去製作幼稚的東西，他們
也甘之如飴，因為他們做音樂的初衷就是為大
家帶來歡樂。
Ylvis是知名的搞笑節目主持人，直至今年為

節目創作了單曲《The Fox》，並憑搞笑的歌詞
及MV中鬼馬的裝扮迅速在全球人氣急升，甚至
有港迷改編該曲成《May姐係點叫》，揶揄烹
飪節目主持May姐在節目中不斷發出的笑聲。
Ylvis很驚訝有人改編他們的歌，甚至即時睇
片，大讚有創意。他們謂在倫敦居住時，知道
狐害是當地一個嚴重問題，但他們創作時，並
非想引起大家的關注，純粹是為搞笑而作，強
調他們的作品全部都沒有隱含任何重大的訊

息，希望大家不要
誤會，抱着輕鬆的
心情去欣賞。

不想孩子入行
即使身兼主持、

笑星、歌手等多重
身份，他們一直以
笑星自居，堅持以
高質素去製作搞笑節目和歌曲，就算被笑浪費
成本，局限了自身的發展，他們也堅持己見，
走認為對的路。不過，他們的創作卻得不到家
人的欣賞，例如他們的孩子就覺得尷尬，拒唱
他們的歌，令他們甚無奈。因他們的歌曲老少
咸宜，問到會否邀自己的孩子參與MV等？他們
直言：「不會，希望孩子可在正常的環境下成
長，始終娛樂圈的環境古怪，對孩子成長有影
響。」 ■採訪、攝影：陳敏娜

娛聞雜碎

「小阿
信 」

茲音為了宣傳新
片，首次赴海外進
行宣傳，繼台灣
後，香港是第2站。

她透露當親朋好友得悉她要去海外宣傳時，
都叮嚀她要小心扒手，所以她在香港逛街
時，也謹記忠告，將背包背在前面，不過，
她讚香港治安好，是大家太過擔心。
談到對香港的印象，茲音大讚香港的工作

人員和傳媒都很好，即使平時工作會感到很
累，今次來港宣傳卻反而非常精神。她謂在
日本宣傳時，記者有時會問一些難以回答的
問題，又會不停地追問，很累人，當中她最
怕別人問：「電影中誰最靚仔？」更將此問
題列為最討厭回答問題的首位。

不易哭 吃得苦
《阿信的故事》是茲音首部登上大銀幕的
作品，起初她不知道阿信是誰，聽了大家解
釋後，對阿信產生興趣，才決定挑戰。問到
她自認最似阿信的地方？她直言：「我不會
在別人面前哭，而且吃得苦，又像阿信般開
朗。」

阿信一向予人刻苦耐勞的精神，談到何謂
「阿信精神」，茲音表示：「阿信的意志很
堅定，對的事必定會堅持下去，可能有時候
會因此跟別人發生爭執，但基本上對人很和
善，不會打任何壞主意，很為他人設想，刻
苦努力的行為也帶給他人無比的勇氣。」她
坦承拍畢該片後，自己也受「阿信精神」影
響，多了勇氣，忍耐力也變好了，不會因小
事就放棄，另一方面是動作變快了，因為在
戲中有很多場奔跑戲，導演經常要她跑快
些，動作變得更敏捷。

離家拍片曾想放棄
茲音自認不易喊，可是新片卻是一部賺人

熱淚的電影，她謂戲中有3場戲最令她感
動，其中兩場都是跟飾演其打工的老闆娘泉
平子的對手戲，說到女生都有自己的想法，
令她想到現在很多人都為了生活而奮鬥，感
同身受；另一場則是飾演其母親的上戶彩講
到女人的一生都是為了家庭孩子，另有一番
傷感的韻味。
今次首次拍電影，茲音謂最辛苦是要跟家

人分開52日，起初她聽到導演不准母親陪她
拍攝時，也嚇了一跳，曾想過不如放棄，不
要拍，但慶幸自己沒有放棄，雖然拍攝時真

的很辛苦，但也有很多珍貴的得着，如來到
香港，遇到好的工作人員，甚至知道她喜歡
Barbie，送了幾個Barbie給她。

盼跟父親合演喜劇
因為阿信的一生充滿傳奇，問到將來長大

後，會否想演成人版的阿信時，茲音聽後搖
頭說不：「拍攝時實在太辛苦，回憶太慘痛
了，如果再拍電影，希望拍一些開心的電
影，不想再拍這麼苦的戲。而且說真的，我
猜阿信長大後的人生都會很苦，所以不要拍
了，想想也怕。」
因茲音想拍喜劇片，其父親濱田詩朗碰巧

是知名的主持兼笑星，她坦承都想跟父親一
齊拍電影，大讚父親好靚仔，又謂之前父親
也有出席電影的首映活動，父親準備了笑
話，誰知台下觀眾完全沒有反應，父親事後
蠻氣餒，一直問「為什麼大家沒有反應，枉
我做這麼多的事」。
茲音受訪時，不但對答得體，而且非常可
愛，難怪有人指她的人氣可超越知名童星蘆
田愛菜，茲音聽後馬上搖頭謙稱：「絕對沒
有這回事，我的演技怎能跟對方比，她是前
輩、老師級，而且我很喜歡看她演的戲。」

■採訪、攝影：陳敏娜

■■茲音大讚點茲音大讚點
心非常美味心非常美味。。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茲音被工作茲音被工作
人員逗笑人員逗笑。。

■■茲音表示拍攝茲音表示拍攝
時實在太辛苦時實在太辛苦。。

■■茲音被與泉平子茲音被與泉平子
的對手戲感動的對手戲感動。。

■■BeyonceBeyonce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Miley CyrusMiley Cyrus
路透社路透社

■■Lady GaGaLady GaGa
法新社法新社

■■《《風起了風起了》》電影原聲電影原聲
大碟已經推出大碟已經推出。。

■■Justin BieberJustin Bieber前日在澳洲開騷前日在澳洲開騷。。

■■YlvisYlvis對香港讚不絕口對香港讚不絕口。。

■■張東健張東健

■■小小JustinJustin日前在日前在InstagramInstagram上傳了一張上傳了一張
類似怪獸的卡通塗鴉作品類似怪獸的卡通塗鴉作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茲音踢甩木屐茲音踢甩木屐
拍照拍照，，非常可非常可
愛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