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endall Jenner
與NBA球星投契密斟
真人騷女星Kendall Jenner及Kylie
Jenner雖然年紀輕輕卻人多識廣，原來
與「壞孩子」、美國男歌手 Chris
Brown都是朋友。兩姊妹日前與Chris
大開派對，同場亦有饒舌歌手Trey
Songz等眾人，在上傳的相片中見Chris
與她們搭晒膊頭，非常老友，而Chris
就繼續曳曳，不時大舉中指。另外，
Kendall 近日與 NBA 球星 Chandler
Parsons 在洛杉磯共晉晚餐，雖然
Kylie、體育經理人Dan Frank及一名女友人都是同枱，但據報Kendall與
Chandler特別投契，全程不停傾，似乎一拍即合。 ■■文：Bo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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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勝利及太陽昨午出席假灣仔會
展 舉 行 的 「 神 魔 之 塔 X

BIGBANG千人Big爆見面會」，雖然其
餘兩名成員T.O.P.及大成未有隨隊來港，
但三子的叫座力仍然不減，吸引過千粉絲
迫爆會場。三子各自穿上自己在遊戲
中代表人物的顏色服裝出場，甫出現即
跟粉絲大打招呼，勝利用廣東話向粉絲
表示：「你好，我是勝利！」他表示自
己本身亦喜歡玩遊戲，又大賣口乖指
自己亦很期待玩《神魔之塔》；而太
陽就廣東話及英語雙語並用說：

「Good Afternoon
Hong Kong，我是太
陽。」GD就笑言遊戲
裡面的角色畫得比他
本人更有型，又感謝
粉絲：「謝謝大家每
次都懷着興奮的心情
來支持我們，雖然我
們未必可以常常見到
你們，但是很開心現

在可以透過遊戲跟各位見
面。」席間，大會亦首播
了 BIGBANG 的電視廣
告，GD看後心情似乎大
好，在台上不停大笑。其
後，三子在台上玩遊戲，
又表示希望可以盡快來港
舉行演唱會。最後三子與粉絲來個大合
照，全場粉絲亦隨即陷入瘋狂狀態，勝利
及GD更即時上載了與粉絲的大合照到
Instagram與大家分享喜悅。

太陽最叻打機
三子接受傳媒訪問時被問到當中誰最喜

歡打機，勝利就笑言自己很喜歡打機，亦
會趁坐車的空檔玩遊戲，但不明白為何自
己打機的時間比太陽長，但仍然經常敗給
太陽。對於為何會被選中當代言人，勝利
就表示：「因為神魔之塔是一個男女老少
都適合玩的遊戲，而我們的粉絲亦同樣大
眾化，可能亦是被邀擔任代言人的原因之
一。」太陽及勝利均異口同聲表示自己的

角色最有型。而GD就坦言本身自己不喜
歡打機，但擔任代言人後亦會努力鑽研。
席間，GD不時好奇地看着傳媒的咪牌，
又與身旁的太陽竊竊私語，然後大笑，更
一度笑到人仰馬翻，要伏在勝利的肩膀
上，場面有趣。

勝利想行動漫節
GD及太陽於活動結束後已隨即返回韓

國，而勝利則會留港直至下月2號，為
「Best Of Best」演唱會演出後才離港。
他指自己很喜歡看漫畫，如果有時間亦希
望可以到動漫節趁熱鬧。最後，太陽鬼馬
地不停以廣東話跟傳媒說「好」及「多
謝」，十分可愛！

美國百變天后Lady GaGa前
日與典堂級歌手Tony Bennett
於紐約同台演出，GaGa以超
低胸黑裙與Tony拖手入場，非

常搶鏡。GaGa的父母也有出
席欣賞。
GaGa及Tony是次演出名為

「Tony Bennett & Lady
Gaga： Cheek To Cheek
Live」，Cheek To Cheek 是
二人合作的新爵士樂專輯的名
稱，大碟將於秋天發售。雖然
GaGa唱開流行樂，不過她就
覺得爵士樂並沒有考起她，她
接受訪問時表示：「爵士樂對
我來說比流行樂及R&B音樂更
感舒服，我自13歲起便唱爵士
歌，所以對我來說比任何事都
容易。」GaGa早於2011年便
曾和Tony合唱爵士樂曲《The

Lady Is A Tramp》。

客串女侍應
另外，GaGa最近有份參演

新片《罪惡城2：蛇蠍情人》
（Sin City: A Dame To Kill
For），她於Instagram上載自
己在片中的造形照，GaGa在
《罪》片中會飾演女侍應。此
外，伊娃格蓮（Eva Green）
在同片的預告片及宣傳海報曝
光後被指過分露骨，穿着白色
睡袍的她明顯透點，ABC電
視台更因而要求剪走伊娃的
睡袍鏡頭才願意播放。

■文：Bosco

韓國男子組合Super Junior（SJ）成
員利特昨天上午完成兵役退伍，吸引
了來自海內外100多名粉絲前來迎接。
利特事前已揚言會低調離開，他直接
上車駛走未有與粉絲打招呼，粉絲也
只能望車尾。
隊友希澈和始源都在Twitter歡迎隊

長歸隊，希澈在自己的Instagram上寫
道「Welcome 83老頭子」，始源則在
Twitter上說道「He is back」。利特稍
作休息後將參與SJ新專輯的錄製和世
界巡唱。另外，有傳神童將緊接於8月
入伍。 ■■文：Bosco

利特@SJ低調退伍

繼早前美國青春女歌手
Selena Gomez及性感女歌手
Rihanna於網上發放與有關
以色列及巴勒斯坦衝突的訊
息，惹起外界非議後，英國
熱 爆 組 合 One Direction
（1D）成員 Zayn Malik 日
前在其 Twitter 寫上「Free
Palestine」（解放巴勒斯
坦）的語句，隨即便惹來大批粉絲批評，他或會因此言論而失去以色列
的粉絲，更有人揚言會把他殺死。據悉，該名恐嚇者更有可能是1D的前
粉絲。然而，Zayn就未有因評論而仿傚Rihanna刪除該留言。■■文：Kat

Zayn＠1D收死亡恐嚇

韓國女歌手泫雅
近日公開了新專輯
《A Talk》，裡面
其中一曲《從哪兒
到哪兒》被質疑抄
襲，引起不小爭
議。據悉，有網友
發現該曲歌詞與韓
國男團god在2004
年的歌曲《被反對
吸引的理由》歌詞
相似，其中一段更
只有一個單詞不

同。負責作曲的男團BTOB成員任炫植在Twitter解釋，稱《從哪兒到哪
兒》的歌詞是為了向god前輩表示回歸祝賀和尊敬而引用，是向god致敬
而不是抄襲，有心讓大家知道泫雅和炫植都是god的粉絲。■■文：Bosco

泫雅新曲疑抄襲god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志堅 長春報道）7月
24日下午，長影集團傾
力打造的首部全球發行
3D視效動畫巨製《龍
之谷：破曉奇兵》，在
長影電影院舉辦了盛大
的超前點映活動，華語
歌壇天後張靚穎不僅獻
唱影片中的中文版主題
曲《破曉以後》、而且
還演唱了新專輯《第七
感》的同名主打歌，引
得歌迷陣陣歡呼與掌聲。
長影3D動畫巨製《龍之谷：破曉奇兵》是《龍

之谷》三部曲的首部電影，故事主線圍繞《龍之
谷》遊戲的前傳，即50年前的第一次黑龍突襲展
開，講述了一個少年加入英雄聯盟共同對抗惡勢力
的故事。該片耗資1億，歷時兩年精心打造。特邀
曾打造出《碟中諜3》、《指環王》系列的荷里活
製作人比爾·伯頓、格蘭特·梅傑等，配音由胡
歌、徐嬌、景甜、夏梓桐等明星傾力加盟。
早前電影亮相第67屆康城電影節，一舉獲得荷

蘭、法國、德國、意大利在內的等30多個國家的
海外公映簽約。這就意味着，此片也會在北美與中
國之外的各個國家，以各種語言的版本陸續發行上
映。僅俄羅斯就承諾將會有至少1000塊以上的銀
幕放映此片。這一數據不僅打破了此前中國電影在
康城的交易紀錄，同時也有希望公映後繼續衝擊中
國電影在全球範圍內的公映紀錄。
據悉，電影《龍之谷：破曉奇兵》將於今年7月
31日首先登陸中國市場，北美也將於秋季檔期正
式亮相，而其他海外國家也將與北美同步或陸續公
映。

粉絲迫爆會場粉絲迫爆會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嘉嘉）紅遍亞

洲的韓國組合 BIGBANG 隊長 G-DRAGON

（GD）、成員勝利及太陽昨日旋風式襲港，出

席其擔任代言人的手機遊戲《神魔之塔》的宣傳活

動，有過千名粉絲前往捧場，更吸引到名模姚書

軼、「夏雨大仔」黃俊銘 (Dixon)及其

女友親身到場一睹三子之風采。GD接

受傳媒訪問時明顯心情大好，不時與

坐在他身旁的太陽聊天，更無故狂

笑，一度笑至伏在勝利的肩膀上。

■GD（中）在記者會上狂笑，更伏在勝
利身旁。 記者梅馨文攝

爵士樂難不到Lady G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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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聞雜碎
■金像影帝奇雲史柏錫（Kevin Spacey）前晚
現身加州Montage Beverly Hills（比華利山）
出席第66屆艾美獎（Emmy Awards）的宣傳
活動，一身西裝打扮，非常官仔骨骨。 美聯社
■美國黑暗搖滾樂隊Evanescence成員Amy
Lee前日宣布她已誕下與丈夫Josh Hartzler的
首名兒子，並取名Jack Lion。
■日本女星中川翔子昨日到灣仔出席《動漫節
2014》宣傳活動，擔任表演嘉賓，在台上又唱
又跳。
■日本男星木村拓哉主演的新劇《HERO 2》的收視於前日重上20%的
水平，連帶緊接的綜藝節目《SMAP×SMAP》也錄得良好的收視。
■韓國女子組合Girl's Day成員敏雅與足球員孫興民被傳媒踢爆二人拍
拖，其後敏雅的經理人公司證實二人正在交往。
■韓國男子組合JYJ推出的《JUST US》專輯，歌曲更成功打入各大音
樂網站，非常厲害。

■GaGa 於《罪惡城 2：蛇蠍情
人》中飾演女侍應。 網上圖片

■■勝利昨早穿上
悠閒服到港。

■■過千粉絲迫爆會場過千粉絲迫爆會場
見見BIGBANGBIGBANG。。

■■勝利勝利（（左左）、）、GDGD（（中中））
及太陽在台上玩遊戲及太陽在台上玩遊戲。。

■■BIGBANGBIGBANG與自己的角與自己的角
色人形紙牌合照色人形紙牌合照。。

■■利特於昨天上午退伍。
網上圖片

■■Zayn於網站留下「解放巴勒斯坦」的語
句，隨即惹來死亡恐嚇。 網上圖片

■■泫雅 網上圖片

■■張靚穎於現場獻唱張靚穎於現場獻唱。。
蘇志堅蘇志堅 攝攝

■■ Kendall （ 左二）、 Kylie
（右）與Chris Brown（右二）
派對狂歡。 網上圖片

■ Lady GaGa 前 日 與 Tony
Bennett 於紐約同台演出。

美聯社

■奇雲史柏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