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日本女子組合AKB48成員板野友美
退隊已有多月，前日終於宣佈將於明年2
月5日推出新細碟《little》，而且主打歌
更是由板野親自填詞。據悉，主打歌的歌
詞充滿意思，對此板野表示：「每個人都
有弱點，而這次想通過揭露自己的弱點來
展現。而只有清楚克服自己的弱點，自己
才能夠不斷變強。」另外，副歌方面是板
野出演的廣告主題曲《BRIGHTER》，
對於這次的新作品，板野友美表示今次充
滿新的挑戰，希望可以呈現出新的自己。

■文：Bosco

板野友美為主打歌填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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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演出《翻生侏羅館》(Night At
The Museum)及《非常外父》

(Little Fockers)等賣座喜劇的賓士迪
拿前日獲邀在TCL中國劇院打手足
印，典禮上除了有結婚13年的太太
Christine Taylor、大女Ella以及細仔
Quinlin之外，其老友湯告魯斯亦有
現身支持。中國劇院擠滿影迷圍觀，
賓士迪拿帶同兩名孩子上前陪打印，
並在水泥板上簽名。
靚佬湯與賓士迪拿老友鬼鬼，二人

一見面即擁抱，靚佬湯在台上大讚
賓士迪拿是個非常大方的人，他回
憶起當他還在拍《職業特工隊》
(Mission：Impossible)第2集時，正想
為MTV拍攝一段嘲諷的部分，於是
他致電賓士迪拿幫手，雖然當時對方
正與Christine度蜜月但仍然願意提早
結束蜜月來拔刀相助，實屬難得。靚

佬湯不忘感謝Christine的體諒，又笑
言相信這是兩人永遠都不會忘記的一
段故事，逗笑全場。
賓士迪拿在台上不改搞笑本色，他
表示能夠獲邀打手足印令他相當驚
喜，但笑言同時令他相當不安，他說
道：「如果沒有人前來典禮會是一
個噩夢，不過我有湯告魯斯作保
險，這實在太好了。這可能像是一
場奇怪的夢，首先我在中國戲院留
下手足印，湯告魯斯在場，然後米
高佐敦(Michael Jordan)出來並飛越林
寶堅尼入樽，Beastie Boys 為我寫
歌，Cheryl Ladd從蛋糕中跳出來，
似乎夢都是這樣完結的。」賓士迪
拿自導自演新片《發夢王大歷險》
(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將在
香港上映，眾影迷將又能開心笑一
餐。 ■文：Bosco

美國性感小天后Katy Perry前日在
紐約獲委任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
親善大使，在場間她似乎感到非常
開心，全程笑得合不攏嘴，Katy在
Twitter表示非常榮幸可以接任，而
此前英國「萬人迷」碧咸(David
Beckham)、 奧 蘭 度 布 林 (Orlando
Bloom)及成龍等亦曾擔任該職。此
外，Katy 與藍調搖滾歌手 John
Mayer 以情侶檔獻唱新歌《Who
You Love》，而該曲的封面照近日
曝光，相片以黑白色為主調，Katy
躺在梳化上輕輕搭住拿結他的
John，二人的感情自然流露。

■文：Bosco

曾為靚佬湯縮短蜜月期

賓士迪拿賓士迪拿打印打印
獲老友撐獲老友撐

喜劇大師賓士迪拿(Ben Stiller)前日獲邀在TCL中國劇院打

手足印，獲一眾影迷及家人支持，而湯告魯斯(Tom Cruise)亦

現身典禮兼致辭，靚佬湯表示賓士迪拿曾為了幫他而提早結

束度蜜月，是個非常大方的人。

紐約影評人協會前日公佈了本年
的得獎名單，其中導演大衛奧羅素
(David O. Russell)的新片《Ameri-
can Hustle》成為今年的最佳電影兼
得最佳劇本獎，而片中的珍妮花羅
倫絲(Jennifer Lawrence)亦贏得了最
佳女配角的殊榮。至於影帝影后的
寶座則落入荷里活男星羅拔烈福
(Robert Redford)及澳洲女星姬蒂白
蘭芝(Cate Blanchett)手中，他們分別
以 《All Is
Lost》和《情迷
藍茉莉》(Blue
Jasmine)奪獎，
而被視為奧斯
卡大熱的電影
《12 Years A
Slave》的導演
史 提 夫 麥 昆
(Steve Mc-
Queen) 就成為
最佳導演。
■文：Bosco

Katy Perry任親善大使笑不攏嘴

娛聞雜碎
■美國男歌手 Luke Bryan 前 日 獲 封
「2013年CMT年度藝人」，其他得
獎 人 還 包 括 Hunter Hayes 及 Tim
McGraw等。 美聯社

■英國搖滾樂隊滾石樂隊昨天宣佈將於
2014年3月9 日在澳門威尼斯人金光綜
藝館舉行「滾石樂隊 - 澳門站」演唱
會。

■已故流行天王米高積遜的家人再度為演
唱會主辦方AEG僱用不當醫生導致MJ
死亡一案入稟，並指陪審團行為不當，
早前的判決應當無效。

■韓國女星朴信惠出道10周年，她正在
主演的《繼承者們》劇組為其舉辦慶祝
派對。

■韓國女星孫藝珍昨日出席在首爾舉行的腌泡菜活動，繫圍裙的她儼如變身
主婦。

■韓國SBS電視台昨日下午宣布，原定明年播出、朴有天主演的電視劇
《Three Days》將無限期推遲播出。

■日本男歌手西城秀樹雙眼視力衰退上月秘密接受手術，稍後可能需要再度開
刀。

■日本熱爆動漫《進擊的巨人》電影版近日有指最快於明年夏天開始拍攝，並
會由《日本沉沒》導演樋口真嗣執導電影。

■■賓士迪拿賓士迪拿((左左))
獲湯告魯斯撐獲湯告魯斯撐
場場。。 法新社法新社

■賓士迪拿一家齊齊現身。 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敏娜）韓國人氣
男星李鍾碩昨晚現身觀塘apm，宣傳將於
本月 12日在港上映的新片《速水花美
男》，吸引300名粉絲支持。他稱讚港女
都長得很後生，比實際年紀小，又自爆從
未試過跟女生表白，如果遇到心意對象，
會直接表白，不夠膽搞太多花樣。
李鍾碩甫現身，即用韓文跟大家打招
呼。他透露首日拍攝《速》片時，要跟拍
檔少女時代的Yuri講一些肉麻的對白，有
些不習慣，但他讚Yuri性格友善，好似男

仔般爽朗。大會安排兩對情
侶粉絲即場示愛，他接受訪
問時自爆未試過跟人表白，
如果要表白，他會直接跟對
方說，不敢像粉絲般做跪
地、送花等動作去示愛。問
到會否唱歌表白？他直言：
「不知道，我唱歌不好聽，
但覺得識唱歌的男生很帥，
如果唱歌表白，可以令女生
感受到自己的誠意。」

愛女生頸部線條靚
今次是李鍾碩第二次訪港，他表示有去
尖沙咀逛街，買了T-shirt等衣服，但就還
未有機會去山頂觀光，希望下次可以去。
他形容香港真的是個都市，大家都很忙，
而且香港女仔長得比較童顏，果然是個青
春的都市。談到會否考慮跟港女拍拖，他
謂與港女拍拖可以快些學好廣東話，都不
錯。他又透露擇偶條件有3個，性格要友
善，紮起頭髮後頸部線條要很漂亮，最重
要當然是要很愛他。

讚港女長得後生
李鍾碩愛直接表白

百變天后Lady GaGa年初因為
受傷被迫取消演唱會，但近日她已
經傷癒並帶新專輯《ART-
POP》四出宣傳，緊接下來她宣佈
將重新出發於明年5月起在北美再
開騷。GaGa在Twitter表示新演
唱會「artRave： The ARTPOP
Ball Tour」將是一個盛大的派
對，裡面包含音樂、時裝及科技。
另外，GaGa近日貫徹出位作風登
上雜誌《Candy》的封面，封面上
的她再以二撇雞Look示人，雖然
披皮草卻敞開單邊胸部及下體私
處任人看，而胸部則以蝎子遮點，
認真瘋狂。 ■文：Bosco

Lady GaGa明年回歸巡唱舞台

■GaGa貫徹出位作風登雜誌《Candy》的
封面。 網上圖片

美國女歌手Britney Spears將於
本月27日展開為期兩年的拉斯維
加斯騷，前日她率先在 Planet
Hollywood賭場度假村舉行活動造
勢，為隆重其事，大會在地點附
近封路，而穿起黑裙的她則親民
為在場過千名粉絲簽名。Britney
收下大束玫瑰花並大賣口乖，形
容自己在當地感到在家一樣親
切，她亦準備在下周為演唱會作
綵排。 ■文：Bosco

Britney Spears為賭城騷造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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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士迪拿子女陪打印。 路透社

■■李鍾碩昨晚現身李鍾碩昨晚現身
宣傳新片宣傳新片《《速水花速水花
美男美男》》。。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李鍾碩在活動中向粉絲送抱。

■Katy全程表現開心。 新華社

Luke Bryan

■Britney Spears將於27日展開賭城騷。 路透社

■板野友美將於明年2月5日推
出新細碟《little》。 網上圖片

■■姬蒂白蘭芝憑姬蒂白蘭芝憑《《情迷藍情迷藍
茉莉茉莉》》奪獎奪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賓士迪拿前日打下賓士迪拿前日打下
手足印手足印。。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