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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籮霸」珍妮花洛庇絲(Jennifer Lopez)日前被一名男子指控

她誘騙拍下裸照，並要求索償1萬美元(約7.8萬港元)，案件似乎

荒謬可笑，但珍妮花依然發聲明斥有人博出位。

珍妮花前日以音樂節目真人騷《一夜成
名》(American Idol)評判身份出席霍士

電視舉辦的宣傳活動，同場亦有其節目拍檔Keith
Urban及Harry Connick Jr.。《一夜成名》的監製透

露，新一季的節目將有新改變，例如將提供更多歌曲選
擇給參賽者，尤其是一些流行曲以配合年輕參賽者。

與真人騷拍檔合作融洽
珍妮花在席間表現輕鬆，又與Keith相當投契，不
時與對方耳語，當然亦少不免晒她的長腿。眾評
判均表示，他們合作得相當開心，相比起上
季擔任評判的美國樂壇天后瑪麗嘉兒
(Mariah Carey)及 Hip Hop 女歌手
Nicki Minaj屢屢不和，相信今次
應該會融洽得多。當現場被
問及上季與瑪麗及Nicki
合作如何時，Keith
刻意回避不提，
假借聽錯問
題 說 自
己與

主持人Ryan Seacrest很好。
另外，珍妮花當天看似心情愉快，但實際上她近日捲入了一宗

離奇官司之中，她被一位名叫Rodrigo Ruiz的男子指控誘騙拍
下裸照。Rodrigo表示在2008年，珍妮花以隨機方式接觸到
他，並於信中表示會為了Rodrigo離開丈夫Marc Anthony，
並要求索裸照。據悉，Rodrigo先後收過多封聲稱是珍妮花
寫的信，並報稱自己受珍妮花性騷擾，又指珍妮花令他有
抑鬱需要接受輔導。
雖然Rodrigo很可能是行騙，與珍妮花無關，但珍
妮花依然很重視自己名聲，透過發言人出聲明表
示：「這個小索償明顯是想博出名的嘗試，洛庇
絲小姐從來無見過原訴人，亦無同他有任何接
觸，我們相信這個指控應該是無的放
矢。」
此外，珍妮花雖然年過40，不過依
然索爆，現身霍士電視舉辦的派對
時更換上性感吊帶裙，贏盡目
光 。 珍 妮 花 新 歌 《Same
Girl》的預告片段前日曝
光，歌詞中她稱自己並
沒有改變，似乎所言
非虛。
■文：Bosco

於去年11月，韓國女星韓孝珠
的前經理人公司 3名經理人聲
稱，他們手上有20張韓孝珠的不
雅照，並向韓父索取4億韓圜。
事件經調查後，當局發現3人因
經濟窘迫而犯罪，而所謂的20張
照片也並不是什麼不雅照。昨日
上午，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以
恐嚇威脅罪向3人分別判處有期
徒刑6個月、8個月及10個月，
緩刑 2年執行。裁判部透露：
「以知名藝人的照片威脅其家人
的行為惡劣，我們也考慮了受害
人的感受，但鑒於照片已全部取
收、受害人與犯案人達成和解、
犯案人認錯態度良好，故處以較
輕的刑罰。」
另外，早前有公司為了宣傳音

樂劇，曾於2010年使用男星宋承
憲的照片和影像，並簽署合約、
承諾支付相應的使用費，還表示
宋承憲將於2011與2012的下半年
擔任形象大使，直到截至合約結
束為止，每月支付宋承憲834萬韓
圜，但該公司實際上只支付了宋
承憲在2011年7、8月與2012年7
月的費用，而合約結束之後，還
繼續在公司網站和音樂劇公演場
入口，使用宋承憲的照片和名
字，涉嫌侵犯了宋承憲的肖像
權。案件前日得出判決，該公司
要支付宋承憲還未收取的8250萬
韓圜酬金，並考慮到被告在合同
期結束之後還使用宋承憲的肖像
權，所以需要向其支付9170多萬
韓圜的相應費用。 ■■文：Bosco

宋承憲
被侵權案件獲解決

由金像影帝湯漢斯(Tom
Hanks) 及 女 星 愛 瑪 湯 遜
(Emma Thompson) 主 演 的
《大夢想家》 (Saving Mr.
Banks) 將 於本月底登場，
《大》片有兩名好戲之人交鋒
固然有火花，而該片早前已屢
獲肯定，不單獲美國電影學會
(AFI)選為2013年十大最佳電
影之一，愛瑪更有份入圍於日
前的金球獎頒獎禮上競逐劇情
組最佳女主角。
《大》片由真人真事改編，
講述華特迪士尼先生(湯漢斯
飾)因為兩個女兒十分喜愛兒童
小說《Mary Poppins》，承諾
將之改編成電影搬上銀幕。但
原著作者P.L. 卓華斯女士(愛瑪
湯遜 飾)心高氣傲，對迪士尼
的動畫和載歌載舞的電影風格更是嗤之以鼻，遲遲不肯答允授權。華特迪士尼游
說了20年，終於邀得卓華斯女士前來洛杉磯片廠商談電影製作細節。他花盡心
思，處處退讓，卓華斯女士卻不斷挑剔為難，更因意見不合一怒而去。這時，華
特迪士尼才發現卓華斯女士如此執着的真正因由，決定追往英國進行最後一次游
說，為的是身為父親一定要兌現對女兒20年來的承諾。 ■文：Bosco

湯漢斯 愛瑪湯遜
《大夢想家》交鋒

電影公司現送出《大夢想家》優先場戲飛20張予《文匯報》讀
者，有興趣的朋友請剪下文匯報印花，連同貼上$1.7郵票兼註明
「《大夢想家》優先場戲飛」的回郵信封，寄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
號興偉中心3樓─《文匯報》娛樂版，便有機會得獎。先到先得，送
完即止。 日期：1月25日(星期六) 時間：5：10pm

地點：The Grand

印
花

韓國人氣女子
組合2NE1宣佈將
舉行首個香港演
唱 會 ！ 「2NE1
WORLD TOUR
2014 in HONG
KONG」將於 3
月22日假亞洲國
際博覽館 Arena
舉行，這不單是
她們首個香港演
唱會，更是其世
界巡迴演唱會的海外首站，屆時她們定將憑其非凡唱功和舞蹈實
力，為香港樂迷獻上最活力四射的舞台表演！「2NE1 WORLD
TOUR 2014」是2NE1的第二個世界巡迴演唱會，將於3月1日及
2日於韓國揭開序幕。2NE1完成香港站後，將到訪新加坡、台
灣、泰國、菲律賓及日本等地繼續獻唱。門票最貴為1,480港元。

■■文：Bosco

加拿大小天王Justin Bieber除了負面新
聞還是負面新聞，記者Jeffrey Binion指控
小Justin的保鏢於去年六月在邁阿密襲擊
他與偷去其攝影器材。據悉，小Justin曾
向法官要求限制他作供的範圍但不成功，
Jeffrey將以小Justin過去向狗仔隊的襲擊事
件作為盤問內容，力證Justin和其保鏢有
打狗仔隊的「壞習慣」。另外，小Justin
早前於洛杉磯向鄰居寓所掟雞蛋，鄰居向
警方報告損失，估算約16萬港元，超過當
地法律對輕罪的款項限制，因此小Justin
將有機會被控重罪。 ■文：Bosco

韓國5人女子組合KARA成員Nicole將
於明日正式退隊！去年10月，Nicole就
傳出不與經理人公司續約的消息，至昨
日，其經理人公司發表聲明表示：「16
日起，Nicole 將不再以 KARA 身份活
動。」據悉，Nicole在退隊後將於2月左
右赴美留學，而KARA不會因而解散，
今年上半年她們會各自單飛發展，下半年
將推出KARA全新專輯。 Nicole及後接
受訪問表示：「現在的心情很難用言語表
示，回首過去的時光，對我來說KARA
就是全部。」 ■文：Bosco

記者力證
小Justin有打人習慣

2NE1活力四射
將耀香港

■■珍妮花洛庇絲已發聲明珍妮花洛庇絲已發聲明
回應指控回應指控。。 法新社法新社

■■珍妮花宣傳節目時珍妮花宣傳節目時
盡晒長腿盡晒長腿。。 路透社路透社

■■珍妮花前日現身時珍妮花前日現身時
表現輕鬆表現輕鬆。。 路透社路透社

■韓孝珠的前經理人公司3名經理人
被分別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8個月
及10個月，緩刑2年。 網上圖片

■2NE1將於3月22日來港開騷。 資料圖片

■ KARA 明日起只餘 4 名成員。
資料圖片

■記者Jeffrey Binion指控小Justin
的保鏢於去年六月在邁阿密襲擊他與
偷去其攝影器材。 資料圖片

■《大夢想家》備受肯定及期待。

■宋承憲獲判拿回還未收取的酬金。
網上圖片

剛於金球獎頒獎禮獲得最
佳電影男配角的謝勒李圖
(Jared Leto)近日為美國著名
攝影師Terry Richardson拍
攝「裸照」。相中他完全沒
有穿衣服，僅以白毛巾遮下
體，而他又對着鏡頭伸脷，
難道在扮美國青春女歌手
Miley Cyrus？另外，鄉謠
小天后Taylor Swift被發現
在金球獎頒獎禮的慶功派對
上與謝勒親密耳語，看似非
常投契。 ■文：Bosco

謝勒李圖
扮Miley拍「裸照」

■ 日 本 女 子 組 合
AKB48 成員渡邊麻友
及島崎遙香等前日出席
成人式活動，另最近，
她們與著名攝影師蜷川
實花拍攝了一輯成年美
甲寫真，相當漂亮。

美聯社
■日本組合嵐成員松

本潤的新劇《失戀巧克力職人》前晚首播，平均收視只錄得
14.4%，成績麻麻。
■韓國男星金賢重早前到上海拍攝《感激時代》，在新公

開劇照中，金賢重大晒腹肌，擺脫過去「王子」形象。
■荷里活老牌男星米高德格拉斯將於Marvel超級英雄片

《Ant-Man》中演Hank Pym。
■美國女歌手Ke$ha被踢爆12年在日本開騷後，因偷運

價值400美元的象牙製鼻煙壺回洛杉磯而被拘留。

娛聞雜碎

■謝勒李圖僅以白毛巾遮
下體。 網上圖片

■渡邊麻友、島崎遙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