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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17歲的嘉兒與15歲的布魯
克林早前傳出姐弟戀，並被指

已拍拖三個月。雖然二人對戀情一
直三緘其口，但卻經常被傳媒拍得
他們一同玩滑板的照片。前日嘉兒
有份參演的新片《If I Stay》於洛杉
磯舉行首映禮，出席者除了嘉兒
外，同場還有戲中演員 Jamie
Blackley及 Liana Liberato等，但最
驚喜的是布魯克林亦有現身撐場。
當日布魯克林以全身黑色西裝打扮
示人，與穿上黑色吊帶低胸長裙現
身的嘉兒可謂「襯到絕」！據外國傳
媒報道，布魯克林是應嘉兒的邀請現

身首映禮，布魯克林
不避嫌公開支持緋聞
女友，看來戀情亦漸
漸浮面，嘉兒亦鬼馬
地搜索布魯克林的身
影。有消息大爆二人
目前打得火熱：「他

們擁有共同的圈子，又經常相視而笑
及鬥嘴，是非常可愛的一對。」嘉兒
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就承認與布魯克
林一同玩滑板：「他有一個短小而漂
亮的滑板，不過我比較喜歡長型的滑
板，他是一個愛冒險的人，喜歡在人
潮中滑浪，但我就比較注意安全，因
為我不想骨折。」

羅拔以煲代桶「找數」
近來全球正捲起ALS冰桶大挑戰
熱潮，不少荷里活紅人均為做善事
用冰水照頭淋，布魯克林亦有接受
挑戰，他被冰水照頭淋後即拔足狂
奔，並隨即倒臥在草地上，表情狀
甚痛苦。此外，早前被靚仔男星碩
克艾佛朗（Zac Efron）點名的荷里
活 型 男 羅 拔 柏 迪 臣 （Robert
Pattinson）亦已「找數」，他表示由
於自己沒有社交網站，所以短片由
碩克代為上載，他又指因為太短時

間找不到冰水桶，最後只
好用一個裝滿冰粒的水煲及一條水
管代替，濕身後的他點名舊拍檔
Guy Pearce、年輕女星米雅華絲歌
絲姬(Mia Wasikowska)及「邪神」
Marilyn Manson接受挑戰。
此外，奧斯卡影后桂莉芙柏

德露（Gwyneth Paltrow）就穿
上比堅尼應戰，但她的水桶內
只有水沒有冰，而且淋到中段
就逃之夭夭，其後她更公然向
前夫樂隊 Coldplay 主音 Chris
Martin「挑機」，且看Chris會
否大方應戰。 ■文：Kat

日本人氣女子組合AKB48一連三
日於日本東京巨蛋舉行演唱會，前
晚於演唱會尾場結束前，在現場
300名AKB成員見證下，AKB48製
作人秋元康及「新一姐」渡邊麻友
亦先後接受挑戰，秋元康被成員高
橋南及指原莉乃手持水桶將冰水照
頭淋，全場爆笑，而麻友則自行淋
冰水，獲成員高聲叫好！早前一直
盛傳於演唱會上會有成員宣布畢
業，AKB48於尾場獻唱最後一曲
《AKB Festival》前，高橋南突然
提出一個問題：「有誰要畢業？」

台上的銀幕出現了曾盛傳即將畢業
成員小嶋陽菜的照片，台下的粉絲
立即起哄，小嶋陽菜隨即否認：
「我很喜歡AKB ，就算畢業都不
會在這個時候。」而最終都沒有成
員在演唱會上宣布畢業，讓粉絲放
下心頭大石。
此外，AKB48的宿敵乃木坂46

早前到東京出席活動時表示，希望
與AKB48的成員比較胸部的大小，
又指覺得AKB48成員的胸部都比乃
木坂46的成員大，更笑言想摸小嶋
陽菜的胸部，認真大膽！■文：Kat

電影《勁揪俠》女主角嘉兒莫蕊茲（Chloe Grace Moretz）早前傳出與萬人迷

碧咸（David Beckham）及Victoria的長子布魯克林(Brooklyn)譜出姐弟戀，前日

嘉兒有份主演的電影《If I Stay》於洛杉磯舉行首映禮，布魯克林不避嫌出席撐

場。有外國傳媒指二人因為有共同興趣及朋友，因而相處得十分開心，嘉兒早前接受

傳媒訪問時曾開腔談及緋聞男友，指他是一個愛冒險的人，而自己則較注意安全。

緋聞女友新片首映

■羅拔用水煲及水管代替冰水
桶「找數」。 網上圖片

■桂莉芙穿上三點式接受挑戰，非常養眼。
網上圖片

■布魯克林不避
嫌現身撐緋聞女
友。 法新社

■■嘉兒在人海嘉兒在人海
中找尋布魯克中找尋布魯克
林的身影林的身影。。

法新社法新社

■■嘉兒的全嘉兒的全
黑打扮與布黑打扮與布
魯克林襯到魯克林襯到
絕絕。。 路透社路透社

早 前 來
港舉行過
演唱會的
韓國組合
JYJ成員金
俊秀，將
於下月榮
升高級酒
店 的 老
闆！他開
設的酒店

位 於 濟 州 島 ， 取 名 為 Toscana
Hotel。金俊秀表示因為被濟州島的
景色吸引，因而選址當地建酒店，
他又希望將酒店的收入資助貧困階
層人士，或進行其他慈善活動，善
心爆棚。
JYJ另一名成員金在中同樣善心滿

瀉，雖然他的感冒未癒，但仍接受

冰桶挑戰；EXO隊長SUHO除了淋
冰水外，亦為這個慈善活動捐出200
美元；而韓國天后BoA亦接受挑
戰，並素顏上陣一盤冰水照頭淋。
此外，JYJ的經理人公司宣布組合將
於9月19日舉行的「2014仁川亞運
會」開幕禮上，演唱歌曲《Only
One》。 ■文：Kat

荷 里 活 影 星 湯 漢 斯 （Tom
Hanks） 跟妻子麗達韋遜（Rita
Wilson）結婚26年，向來是圈中模
範夫妻，但近日有報道指雙方感情
生變，並曾分開過一個月，但有關
消息已遭雙方發言人否認。
據美國小報《InTouch》消息指，

雖然湯漢斯跟老婆今個月一齊去希
臘度假，但報道指其實他們去希臘
前，曾因為感情生變而分開各自各

生活。
不過，他們身邊友人爆料稱：

「湯漢斯兩夫妻因為意見不合而分
開過一陣，但他們始終不只是夫妻
咁簡單，仲係最好嘅朋友，所以冇
咁容易放棄婚姻。好多網友都唔想
見到佢哋散，希望佢哋即使真係有
問題，都可以一一解決，渡過難
關。」隨後，湯漢斯夫妻分手消息
已遭雙方發言人否認。

AKB48東京巨蛋騷
小嶋陽菜否認將畢業

湯漢斯傳婚變

金俊秀@JYJ將榮升老闆

■小嶋陽菜表示不會在這個時候畢業。
網上圖片

■乃木坂46想與AKB48成員比胸大。
網上圖片 ■渡邊麻友自告奮勇接受淋冰水挑戰。 網上圖片 ■秋元康亦濕透身。 網上圖片

Sulli＠f(X)粉絲掀罵戰
韓國女子組合f(X)成員、現年20歲

的Sulli早前被傳出與34歲Hip Hop組
合 Dynamic Duo 成員崔子譜忘年
戀，其後她宣告因不堪惡意中傷的言
論及不實傳聞的打擊而暫別娛圈，粉
絲對Sulli的恨意似乎有增無減。有部
分粉絲對於她只顧拍拖不工作大表不
滿，更有粉絲劃花f(X)成員合照上的
Sulli，又撕爛有她在內的海報。然
而，網上亦有粉絲出言維護Sulli，力
撐她只是普通人，都有自由談戀愛，
兩幫粉絲隨即掀起罵戰。 ■文：Kat

■Toscana Hotel 網上圖片

■Sulli的照片慘遭粉絲劃花。
網上圖片

韓國女子組合少女
時代（少時）成員徐
玄昨日上午身穿學士
畢業袍，出席韓國東
國大學2014年度秋
季學位授予儀式，並
獲頒成就獎。由於她
曾為學校進行宣傳活
動，對於提升學校形
象及參與學校活動中
作出貢獻，因而獲得
此項殊榮。
此外，徐玄去年

11月捐出了1億韓圜
（約76萬港元）給學校當作獎學金，粉絲大讚她非
常有善心。另外，少時成員Jessica前日於微博公
開了她與妹妹Krystal的生活相，相中二人的造型非
常可愛，齊齊化身米妮， Jessica 留言道：
「Minnie jess + Minnie krys」，果真姊妹情深。

■文：K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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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玄穿上學士畢業袍領取
成就獎。 網上圖片

■金俊秀當老闆不忘做
慈善。 網上圖片

娛聞
雜碎
■美劇《Heroes》女星Ali Larter前日現身

紐約出席宣傳活動時，與小朋友一同玩耍，非
常有愛心。 美聯社
■加拿大小天王Justin Bieber早前被一名狗

仔隊入稟控告小Justin教唆保鏢毆打及毀壞他
的拍攝器材。
■ 美 國 喜 劇 泰 斗 羅 賓 威 廉 斯 （Robin

Williams）的遺體已低調火化，而骨灰亦已撒
落三藩巿海中。
■日本女子組合AKB48前成員板野友美將於

周日假九龍灣展貿中心舉行首次香港演唱會，
她笑言希望完騷後食海鮮及橋底辣蟹慶功。
■韓國演員宋慧喬昨日出席新片《我的忐忑人生》試映會，以一身黑衣

打扮示人的她一出場即就自己逃稅25億韓圜一事向公眾道歉，說到激動
處更眼濕濕。

■Ali Lar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