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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香港時間凌晨時分舉行了世界
盃決賽，上演德國對阿根廷的戲

碼。開賽前大會請來Shakira與巴西音
樂人Carlinhos Brown於閉幕禮獻唱
《La La La （Brazil 2014）》，炒熱
全場氣氛。
Shakira第三度為世界盃表演，在去

屆南非世界盃她更因而認識現任伴侶
碧基，可謂與世界盃結下不解緣。
Shakira接受傳媒訪問，她亦說道：
「足球改變了我的生命，在很多層面
上影響着我的生命。」她表示自己在

2010年遇上了生命中的愛人，如果沒
有世界盃，其兒子Milan 也不會出
世。
可惜今屆世界盃其男友所屬的西班

牙隊於32強已經出局，問到有否安慰
碧基？Shakira笑言她自己有一套方法
去安慰男友。問到她看好德國還是阿
根廷？Shakira拒絕揀任何一隊，但就
希望雙方不要以12碼分勝負，認為方
法太殘忍。另外，巴西超模Gisele
Bundchen亦有現身決賽幫手頒發大力
神盃，她率先於Instagram上載與獎盃

的合照，並留言表示自己很榮幸能夠
在頒獎禮上代表自己的國家及巴西
人，亦感嘆足球的力量把全世界連繫
在一起。
美國性感女歌手Rihanna日前飛抵
里約熱內盧準備欣賞決賽，更與巴西
球王比利（Pele）見面大玩頂波合
照。她開啤酒在酒店露台暢飲，由於
今次巴西睇波之旅是由一啤酒公司邀
請，所以Rihanna亦識做上載酒店為
她準備的數瓶該品牌的啤酒照片上網
為他們大賣廣告。 ■文：Bosco

去年執導大熱韓劇《來自星星的
你》的張太侑導演，日前宣佈已暫時
離開SBS電視台兩年，並在中國尋找
新的發展機會及接受新挑戰，消息惹
人關注。張太侑表示自己已接受中國
某喜劇電影製作方的邀請，並將往北
京執導電影，該電影最快有望於明年
5月上映。張太侑執導的該電影為中
韓合作，雖然演員名單尚未確定，不
過製作團隊及部分演員將由韓國人擔
任。張太侑說道：「在製作中可能會
遭遇各種難關，本來是想電影快要上
映時才告訴大家，現在的心情十分惶恐。實際上從今年4月便得到中
國方面的邀請，一直在深思熟慮，才做出這個決定，進行新的挑
戰。」 ■文：Bosco

萬 人 迷 碧 咸 （David
Beckham）大仔Brooklyn雖
說是含着「金鎖匙」，不過
其父母就沒有寵壞他，碧咸
早前便曾要他在咖啡室打工
賺錢，讓他明白金錢得來不
易。近日，Brooklyn又再被
安排在導演Guy Ritchie位
於倫敦的公司工作。據悉，
Brooklyn上班一周，每日需
要工作5天，順道為進軍娛
樂圈鋪路，不過就未知
Brooklyn實際擔任的職位。

■文：Bosco

英國女歌手Cheryl Cole與法
國夜店老闆男友 Jean-Bernard
Fernandez-Versini 拍 拖 僅 3 個
月，但有指Cheryl已準備好拉埋
天窗。據外國傳媒報道，Jean已
經與Cheryl求婚，而她亦對此感
到為之興奮，正考慮答應。有二
人的朋友向傳媒透露，他們正打
得火熱，而男方是位衝動的人，

Jean完全不介意向Cheryl說出自
己的心意，並道：「其他人不識
他（Jean）可能會覺得很急，不
過他是位充滿激情的法國人。」
據悉，Cheryl的朋友對消息非常
高興，因為她與足球員Ashley
Cole婚姻失敗後能再覓真愛。
另外，法國著名女星蘇菲瑪素

（Sophie Marceau）宣布與《挑

戰者》（The Higlander）影星
老公Christopher Lambert離婚，
二人於2012年結婚，是蘇菲首
段婚姻。 ■文：Bosco

哥倫比亞天后與世盃結不解緣

哥倫比亞天后哥倫比亞天后ShakiraShakira、、墨西哥結他之神墨西哥結他之神Carlos SantanaCarlos Santana、、海地海地Hip HopHip Hop天王天王Wyclef JeanWyclef Jean及巴西著名男及巴西著名男

歌手歌手Ivete SangaloIvete Sangalo等在香港時間今日凌晨舉行的世界盃閉幕禮上表演等在香港時間今日凌晨舉行的世界盃閉幕禮上表演，，ShakiraShakira與世界盃結下重重與世界盃結下重重

緣分緣分，，其男友其男友、、西班牙國家隊球員碧基西班牙國家隊球員碧基（（Gerard PiqueGerard Pique））也是透過世界盃而認也是透過世界盃而認

識識，，難怪難怪ShakiraShakira表示感謝足球改變了她的生命表示感謝足球改變了她的生命。。

中央社電 於今天訪港為新片
《奴隸區 我與23個奴隸》宣傳的
秋元才加，昨天在台北信義威秀影
城率先舉行粉絲見面會，秋元才加
一早抵達台灣，雖然事前沒有特別
宣傳，但仍然有近50位粉絲自動
到場接機，也讓秋元才加一開始就
有了好心情。這次秋元才加為《奴
隸區》影迷見面會，百忙之中抽空
訪台，總共不到20小時的旋風式
行程，雖然得密鑼緊鼓把握時間做宣傳，但她臉上不顯疲憊，對在台灣要展
開的一連串行程非常期待。
秋元才加下午在信義威秀影城舉行的電影粉絲見面會，她穿着性感的黑色
小洋裝亮麗現身，合身剪裁襯托出姣好的身材引發影迷尖叫，活動一開始也
特別騷了中文：「大家好，我是秋元才加。」接着更用台語問候大家，「你
們好嗎？吃飽了嗎？」

娛聞雜碎
■韓國歌手鄭俊英昨日抵台開唱，他一身

打扮輕便，穿着米老鼠T恤搭配涼鞋示人。
中央社

■韓國女星姜素拉日前遇上車禍，其所屬
公司昨日表示雖然沒有需要入醫院，但是脖
子附近一直覺得很痛，所以有用繃帶固定，
幸好並沒有甚麼大礙。
■韓劇《溫暖的一句話》女星韓惠珍被目

睹出入首爾清潭洞一間婦產科醫院，因而傳
出有喜消息，但其公司澄清表示韓惠珍只是
做定期檢查。
■日本視覺系樂團D=OUT受邀在台灣開

騷，接受台灣媒體專訪，特地穿上夏天浴
衣，給歌迷驚喜。
■美劇《吉列合唱團》（Glee）男星

Cory Monteith昨日死忌，Cory父親接受訪
問時表示兒子前女友Lea Michele應該好好
享受生命。

《來自星星的你》導演
獲邀內地發展

碧咸大仔再打工

法籍男友拍拖法籍男友拍拖33月即求婚月即求婚
Cheryl ColeCheryl Cole或閃婚下嫁或閃婚下嫁

秋元才加旋風式襲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巴西世界盃今日
曲終人散，昨晚是世盃皇者之戰前夕，球迷作最後
一輪狂歡，商場慶祝活動也是最後一擊，黃埔新天
地舉行「世盃決賽派對」找來性感女星朱璇、
Ana R.、Rosemary、吳日言、Alice B.撐場，增加
熱度；港鐵商場 PopCorn 舉行「PopCorn x
KillerSoap」世界盃壓軸唱Live Band Show，以音
樂搖滾為世界盃決賽的最後冠、亞兩隊勁旅打氣立
威！奧海城找來岑麗香與香港足球先生山度士傳授
獨門足球秘技，與現場觀眾組隊玩遊戲。陳智燊在
宇晴匯商場同小朋友玩「Q版球星模彷賽」；apm
找來台灣組合 Lollipop@F搞簽唱會兼「全城瞓醒
睇世盃閉幕禮」。
穿阿根廷波衫的岑麗香預祝愛隊以3:1打敗德

國捧盃，她更即場向山度士學球技包括頂頭鎚、

控球和射門等。香香表示支持西班牙、巴西及阿
根廷，笑言除了跟朋友睇波外，又跟朋友學足球
規則及術語，例如聽聞阿根廷10號美斯跳舞好
叻，初時不知道意思，原來是讚他扭波叻，不會
被人搶到波。昨晚香香仍要為新劇開工，但凌晨
時分也會留意冠軍戰，並看好阿根廷3:1勝出。
混血名模Ana R.、Rosemary、Alice B.、朱璇聯

同吳日言出席世界盃活動時，Rosemary被問心水隊
伍時？即說：「我五個星期前已經睇好阿根廷！」
而Ana R.指阿根廷和德國球員各有優勢，她

說：「喜歡德國隊好有團隊精神，好似軍隊咁，
我都會睇總決賽，老公要瞓覺，我同狗狗一齊
睇。」提到Amanda S.離婚的事，Ana說：「一齊
咗咁耐，分開肯定好傷心，我諗住下周先搵
佢。」問到她如何維繫夫妻感情，她說：「大家
要識得平衡，互相都要溝通，我們傾好咗每個月
最少要有兩日係二人世界拍吓拖；要一齊減少工
作犧牲吓先維繫到。」
身穿阿根廷球衣嘅朱璇Deep V晒長腿上陣大玩

足球運動，非常誘人。同場嘅吳日言、Alice B.都
不甘示弱晒背又晒胸。
久未公開露面的藝人吳日言表示現與朋友合夥

做生意，很久沒有出來了，坦言：「做咗娛樂圈
10年，唔會再對自己喺香港嘅娛樂事業有咩期
望，都係主力做生意。反而有意向內地娛樂圈發
展，會接啲騷同節目，如果有有機會拍劇梗係好
啦。」

台灣組合Lollipop@F昨日於apm舉行新唱片
《那麼厲害》簽唱會，吸引近300名粉絲前來圍
觀。配合世界盃熱簽唱會前Lollipop@F四人分別
與粉絲玩足球遊戲，又攬又抱逗得粉絲笑逐顏
開。
Lollipop@F四人坦言一個月內首次齊人相聚，

因舉行簽唱會一定要齊人向歌迷交代。簽約成為
曾志偉旗下藝人後，他們坦言會有更多
時間來香港，也期待與新師妹Super
Girls見面。他們笑道：「我們有偷看她們的
微博，知道她們有五人，但我們只得四人分
不勻，我們會盡力照顧好師妹們。」
Lollipop@F的阿緯早前到IFC殘廁影相，問
他是否揶揄Coffee，阿緯說：「不是，講呢
啲。因為我有跟開香港的新聞，覺得很有趣
聽廁內有沒有聲音。」

Lollipop@F期待與Super Girls見面

岑麗香撐阿根廷贏德國捧盃

■Lollipop@F與粉絲玩足球遊戲。

■■ ShakiraShakira 於於
上屆世界盃認上屆世界盃認
識 的 男 友 碧識 的 男 友 碧
基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蘇菲瑪素與
Christopher
Lambert 宣布
離婚。

資料圖片

■■Cheryl ColeCheryl Cole被指已準備好拉埋被指已準備好拉埋
天窗天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朱璇聯同
Alice B.、
吳日言齊齊
出席世盃前
哨戰派對活
動。

■張太侑 網上圖片

■鄭俊英 ■Brooklyn獲安排打工，傳為進軍
娛樂圈鋪路。 資料圖片

■秋元才加昨天在台北舉行粉絲見面會。
網上圖片

■■岑麗香向山度士學球技岑麗香向山度士學球技。。

■■ ShakiraShakira 獲獲
邀在今年世界邀在今年世界
盃閉幕禮上表盃閉幕禮上表
演演。。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ihannaRihanna在在
巴西與球王比巴西與球王比
利碰面利碰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Gisele BundchenGisele Bundchen
與大力神盃合影與大力神盃合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Ana R.■Ana R.、、RosemaryRosemary性感示人性感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