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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鑽石王老五」之稱的佐治古尼
似乎終於再被收伏，有傳佐治已與

英國律師女友Amal Alamuddin訂婚，外
國傳媒紛紛作出報道。據悉，52歲的佐
治約兩星期前向36歲的Amal求婚。日
前，二人被發現在於西荷里活一間餐廳
內共晉晚餐，有旁觀人士聲稱他們為訂
婚祝酒，更向同行的朋友透露訂婚一
事，而Amal當時手上正戴着疑似婚戒。
另有消息人士表示佐治現在心情非常開

心，又稱Amal是一位又甜又有智慧的女
性，她有着獨立思考，不會單純聽從佐
治說的話。不過，佐治的發言人接受查
詢時僅以「不予置評」四字回應。
佐治與Amal於去年10月在倫敦首次
被留意到在一起，而佐治當時仍與模特
兒女友Monika Jakisic拍拖，及後他和
Amal又孖着出席電影《古文明救兵》
（Monuments Men）的白宮首映禮。直
到上月中，他們又被拍到齊齊在南非度
假，更漫步海灘，非常浪漫。佐治早於
1989曾迎娶女星Talia Balsam，可惜好
景不常，二人在1993年隨即離婚。然後
佐治就經常換畫，當中包括英國名模
Lisa Snowdon、意大利女星 Elisabetta
Canalis及女星Stacy Keibler等。Stacy去
年夏天與佐治甩拖後即撻着老闆男友
Jared Pobre，最近更閃婚下嫁對

方，並已為對方懷有身孕。
■文：Bosco

有「寶萊塢奧斯卡」之稱的第15屆國際印度電影學
院頒獎禮前日首次移師美國，於佛羅里達州舉行，
《一百萬零一夜》的印度男星Anil Kapoor、荷里活男
星尊特拉華達（John Travolta）及金像影帝奇雲史柏
錫（Kevin Spacey）等均有出席。印度女星Priyanka
Chopra 與肥尊在台上大跳《危險人物》（Pulp
Fiction）的經典舞步，炒熱氣氛。席間，肥尊亦獲頒
獎項以表揚他在國際影圈的傑出成就。而奇雲則向印
度電影女星Deepika Padukone 頒發「年度娛樂家
獎」。此外，肥尊透露收到邀請參與印度電影導演
Shekhar Kapoor的《Paani》，現正積極考慮答應，他
又大讚女星Deepika Padukone。 ■文：Bosco

香港文匯報訊 「千億新抱」
徐子淇昨早在山頂出席慈善起步
禮活動，徐子淇父母也出席支持
愛女。徐子淇表示老公李家誠前
日生日，她活動後即回家收拾行
李，晚上跟老公去歐洲旅行補
祝，「我們二人世界去一星期，
本來仔女叫我們帶他們一起去，
我不捨得仔女，但老公忍心不讓
他們去。」
她笑言自從生下細仔後，老公

忽然呷醋：「我有追看《來自星
星的你》，知道早前金秀賢來港
住我們的酒店，我講笑說不如我
穿housekeeping衫，在金秀賢

房間打掃執房等他，但老公

笑我傻，又有少少呷醋，所以我
沒有去見金秀賢。」她透露老公
反問她何以覺得金秀賢靚仔，她
笑說：「我答老公因為金秀賢似
我們的兒子，我兒子也是眼朦朦
單眼皮，髮型又一樣，我用這個
做藉口，老公才沒有那麼妒
忌。」她大讚金秀賢如BB般可
愛，「我喜歡金秀賢不是男女之
情，只是覺得他似小朋友般得
意。不過我仔女當時放復活節
假，我不想掉低他們，所以沒有
去看金秀賢。」除了陪老公去旅
行，子淇也送上Google Glass
作生日禮物：「我們去旅行時
玩，男仔都喜歡電器產品。」

演唱會上林宥嘉不時大騷玩樂器才藝，還
多次以頗純正廣東話跟歌迷打招呼，並

獻唱了兩首廣東歌，包括是陳奕迅的《不知
所謂》以及林憶蓮的《沒有你還是愛你》，
當唱前曲時，林宥嘉未知是否就近日跟舊愛
鄧紫棋發生的風波，一度有感而發：
「《不》這首歌詞很可愛，是說兩個人不停
說話，卻彼此是好朋友，不敢說出喜歡對方
的感覺，如果天下的情侶都能不停聊天，真
的是件浪漫的事，我想祝福世界上所有情侶
都是好朋友。」然而林宥嘉入伍在即，整個
演唱會上他都玩得非常盡情，直到獻唱歌曲
《沒用的傘》，林宥嘉數度輕擦眼淚，表示
將有一年時間不能唱歌給大家聽：「我希望

大家這段時間可以
繼續聽我的歌，不
聽也沒關係，只希望我入伍剃頭後，看起來
可以像黃立行一樣帥！」
而接近個唱尾聲，林宥嘉以歌曲《伯樂》

感謝一路上支持的朋友，粉絲們則高舉「宥
嘉加油」的布條，最後林宥嘉跟樂隊謝幕，
感謝大家給予他很多力量：「我下台以後就
要面對更多挑戰，大家加油！」似乎是暗示
將要面對傳媒的處處追問有關舊愛的事。

發表「四大論」
而慶功宴上，林宥嘉有備而來，先自我發

表四點對感情上的事，一是他覺得跟朋友被
拍，其實對他而言沒差別，能低調、坦蕩的
生活對他是非常完美，並帶來健康快樂；二
是事情被報道後，有傳媒詢問跟朋友的關
係，林宥嘉認為感情狀況公開與否，是基於
男女之間，彼此討論、互相尊重而得來的結
果：「以前到現在，我會盡量尊重女方決
定，一直沒有改變；三是感情細節真的沒必
要攤開來說，縱使在這風波裡面，有很多謠
言、斷章取義、抹黑，我選擇沉默不回應，

只是因為不想再傷害彼此，但不回應不代表
我默認。」四是他覺得所有情侶也一樣，能
和平分手是需要智慧、理性：「我認為我花
了很多時間思考，相處當中兩個人出了什麼
問題，我還思考繼續下去的未來，是否以後
我可以心甘情願，一直扛起的，現才我說出
自己的想法並提出決定，可能圓滿是很難，
需要很多福氣，但說的是，結束兩個人的關
係，沒有一個人是不痛的。」說罷林宥嘉像
鬆一口氣，高舉姆指說可以談回個唱的事，
並鞠躬以廣東話說「多謝晒」。林宥嘉曾說
過會將這四點放於網誌上，翌日他亦諾言，
不過就將原先只以「朋友」來形容的，清晰
已寫成是「Kiki」(即丁文琪)，並於文尾寫上
「祝有意義的人生。」

G.E.M.：終於被喚醒
雖然林宥嘉以為事件告一段落，不過傳媒

依舊窮追猛打，提起他擦眼淚，林宥嘉解釋
是太激動，問到為何選兩首廣東歌都是有關
對愛情後悔，是否跟前度所說？林宥嘉即否

認：「不是，絕對不是。」談起他是否想分
手後跟舊愛保持朋友關係，惟G.E.M.卻達不
到他所想？林宥嘉以第三、四作回應，又問
到跟G.E.M.是否仍是朋友？林宥嘉承認是：
「大家祝福每個人，（會嬲佢數你？）對所
有回應之前說得很清楚。（同佢分享你第
三、四點？）暫時無呢個想法。」問到現時
愛情上的伯樂是否丁文琪？林宥嘉再重複引
用第一、二點，覺得把要說的都說出來，沒
什麼好介意，再追問跟G.E.M.分手，有指是
因被對方拒絕發生（性）關係，林宥嘉聞言
反應甚大，帶笑說：「這太誇張了吧？我知
道你說什麼，（真係無？）太誇張，這問題
沒法接受。（被拒絕？）太誇張了。」
另外，同晚G.E.M.於微博、社交網誌上發
表感受，指最近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動
力，對生活上每一個細節也有了要求：「感
覺自己睡了22年，終於被喚醒。太棒了，太
棒太棒太棒了！」，似是稱「被放生」後生
活更美好；然而林宥嘉的「四大論」隨即惹
起兩方粉絲罵戰。

香港文匯報訊 薛凱琪（Fiona）身為韓國時尚服飾
的忠實「信徒」，月初，她率領3隊來自香港理工大學
紡織及製衣學系的學生，前往韓國首爾搜羅最新韓
裝，並展開4日3夜的改頭換面之旅！她笑言自己已經
豪擲五位數字入貨，希望能夠創製出「Fiona Sit with
Seoul Fashion」（FS with SF）的時尚潮流。
Fiona表示自己在購物過程中，曾經與學生們分享不

同的化妝技巧去配襯不同的韓國時裝。她說：「我們
在東大門買了一袋二袋的戰利品之後，忍不住立即在
街頭變裝試穿。他們這班年輕人真是好有時裝觸覺，
簡單的添加一兩件佩飾已經可以搭配出不一樣的時尚
風格；而我跟他們分享的化妝心得，就起了一個點睛
的效果。」
Fiona今趟的韓國首爾之旅行程十分緊密，4日3夜

一直陪伴學生左右為他們加油打氣，而且更獲得男學
生粉絲親繪畫冊表達愛意。她笑言：「我就好像《奇

洛李維斯的回信》一樣收到『信物』，但是今天我是
別人的偶像，真的很感動。畢竟最近都有發生不少影
響自己心情的事，這份禮物和心意是一份支持和鼓
勵。」對於有傳言指Fiona抵韓變臉，她笑說緊密的行
程只為她換來疲累的大眼袋。

律師女友亮訂婚戒

美國男星佐治古

尼（George Cloo-

ney）於1993年離

婚後終於有女人再

次收伏這位「鑽石

王老五」，據報道指佐

治已經與拍拖7個月的

英國律師女友Amal Al-

amuddin訂婚。佐治離

婚後曾在1995年接受訪

問時斷言自己不會再結

婚，因為自己不太懂婚

姻，如今Amal似乎讓他

動搖了。

尊特拉華達
考慮拍印度片

日本組合AKB48
印尼姊姊團JKT48
前日舉行總選舉活
動，結果由AKB48
移籍入來的仲川遙
香當選第3位，得
13,276 票僅差第 2
位9票，第一位則
為 JKT48 成 員
Melody。仲川曾於
中期結果公布中跌
落第14位，但最終
仍能進佔3甲。她
上台時開心得又喊
又笑。
另外，AKB48上

位成員川榮李奈昨日在握手會上遲大到，上午9時至
10時30分的第一節時間不見人，她沒有解釋遲到理
由，但於網上向粉絲道歉，又說如果再有下次，可以
大大力打她。 ■文：Bosco

仲川遙香@JKT48
總選舉得第三

■《魔盜王》女星姬拉麗莉
（Keira Knightley）與搖滾勁旅
Maroon 5 主音 Adam Levine 前
日出席新片《Begin Again》於翠
貝卡電影節的首映禮，二人分別
首次在片中唱歌及演戲，他們坦
言不容易但會彼此鼓勵。 美聯社
■毒舌名嘴Simon Cowell的音

樂劇《I Can't Sing！》門票銷情
差，僅上兩周便落幕。
■ 英 國 女 星 娜 奧 美 屈 絲

（Naomi Watts） 及 Liev
Schreiber 一起 9 年育有 2名兒
子，他們被指已解決彼此分歧，
再次考慮結婚。
■ 日 本 百 變 女 歌 手 Kyary

Pamyu Pamyu（KPP）近日移
師到巴黎舉行世界巡迴演唱會，
前法國總統薩爾科齊的28歲長子
Pierre Sarkozy亦有捧場。
■韓國YG娛樂社長楊賢碩被指

過去7年以普通餐廳牌照一直非法
經營娛樂場所，據悉楊賢碩只要
賠錢及重新註冊就可以解決。

娛聞雜碎

Fiona韓國豪擲五位數字買衫 徐子淇老公呷金秀賢醋

香港文匯報訊 僅開一場的「林宥嘉口的

形狀巡迴演唱會」前晚於紅館隆重開幕，演

唱會後記者追問他與舊愛鄧紫棋（G.E.M.）

的事，他表示與G.E.M.仍是朋友。被對方拒

絕發生（性）關係？林宥嘉反應甚大道：

「這問題沒法接受。」

被G.E.M.拒性行為？

■林宥嘉獲黃耀明（右）等人撐場。

■徐子淇以兒子似金秀賢做藉口減
低丈夫妒忌。

■■姬拉麗莉姬拉麗莉

■佐治舊愛Stacy Keibler已嫁人。
網上圖片

■佐治女友多多包括 Elisabetta
Canalis。 資料圖片

■佐治古尼
被指與拍拖
7 個月的女
友訂婚。

資料圖片

■仲川遙香進佔3甲。 網上圖片

■林宥嘉在整個演唱
會上玩得非常盡興。

■■Adam LevineAdam Levine

■■Priyanka ChopraPriyanka Chopra與肥尊大與肥尊大
跳經典電影舞步跳經典電影舞步。。 法新社法新社

■■薛凱琪率領學生前往薛凱琪率領學生前往
首爾搜羅最新韓裝首爾搜羅最新韓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