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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晚的「Super Show6–Super Junior
World Tour in Hong Kong」以9人

陣容上陣，當中包括即將結婚的晟敏及不
久前退伍歸隊的隊長利特，而準備當兵的
神童就未有出席。香港騷準時在7時開
始，眾人以一曲《Twins》打頭陣，隨後
亦唱出大熱歌《Sorry, Sorry》等共三十
多首歌，表演《Sorry, Sorry》時，希澈
更即席大騷鼓技，讓現場氣氛更盛。

始源錯口爆粗
唱至《She Wants It》時，眾成員與女
舞蹈員貼身接觸，引來女粉絲瘋狂尖叫。
不過9子很快便識做冧粉絲，晟敏表示有
粉絲很開心、很幸福，東海就說準備了禮

物給粉絲，原來是大送飛吻。崔始源場內
大騷廣東話：「大家好，我係崔始源。」
但是就錯口爆粗：「我點算，我痴X
（咗）線。」圭賢稱粉絲是「心肝寶
貝」，至於利特就搞笑地扮以毛巾抹汗，
實則是在睇貓紙，他用廣東話道：「我
『尋』日開心到瞓唔着。」又大讚香港粉
絲製造的燈海比香港夜景還要靚。

下月出席MAMA
厲旭亦為演唱會準備了周杰倫的《七里

香》，而子團Super Junior-M成員周覓和
Henry也有現身，Henry搞笑自稱自己是
「 男 神 」 ， 亦 有 Solo 個 人 歌 曲
《Fantastic》。始源在Solo環節時將自己

扮成「白馬」，他瘋狂地在台上亂跑，最
後更脫下背心晒背肌！而瘋狂的事更陸續
有來，9子反串成Elsa公主，更各自注入
獨特元素，其中利特着低胸裙上陣最性
感，不過似乎衣不稱身的他要不停抽裙防
止「走光」，更被隊友調戲扯裙，讓利特
最終裸露人前。雖然神童當日未有到場，
但台上仍放着Mic Stand，讓他透過短片
唱出《不要忘記》，令粉絲甚為感動。
安歌時，東海再派飛吻但就被隊友潑

水，銀赫預告將再來港出席下月在香港舉
行的「MAMA音樂頒獎禮」。利特被發
現跳到爆衫，演出非常落力，而圭賢不禁
感動得眼濕濕，要在旁的始源搭膊頭安
慰。

現年33歲的日本女星
安達祐實即將再婚，其
經理人公司已經證實，
透露她將在幾天內與攝
影師男友桑島智輝註冊
結婚。安達和桑島因為
去年合作拍攝寫真集
《私生活》而認識，上
星期安達出席主演電影
《花宵道中》的放映會
時曾表示以往只想工
作，不過遇上愛情後發
現想法有所改變，似乎
已在暗示有再婚意向。

安達於2009年1月與諧星前夫井戶田潤離婚，二人育
有一女。 ■文：Bosco

安達祐實將再婚

授予業績斐然的世
界電影人的奧斯卡榮
譽獎（又稱終身成就
獎）頒獎典禮於當地
時間8日在洛杉磯荷
里活舉行，日本著名
動畫大師宮崎駿親身
領獎。頒獎禮上莉絲
韋 特 絲 潘 （Reese
Witherspoon）、珍妮
花安妮絲頓（Jennifer
Aniston）、麥克華堡
（Mark Wahlberg）

等多位影星也有到場，宮崎駿獲動畫工作室Pixar首席
創意官John Lasseter頒發小金人，他透過翻譯稱當日
很幸運能遇上愛爾蘭女星Maureen O'Hara，Maureen
同樣是頒獎禮得獎者之一。及後宮崎駿在記者會上表
示未來也會搞一些小製作。 ■文：Bosco

宮崎駿親領奧斯卡榮譽獎

美國天后Britney Spears
在網上大放閃光，分享與
新歡Charlie Ebersol 的自
拍照。Britney近日撻着身
為 編 劇 及 製 作 人 的
Charlie，她在自拍照中雖
然僅於留言貼上心心圖
案，但已讓人感到Britney
幸福滿瀉。據悉，二人是
由朋友介紹認識的，戀情
尚在萌芽階段，現時相處得非常開心。 ■文：Bosco

Britney Spears網上晒新歡

9人陣容香港熱唱

利特利特@SJ@SJ被扯甩裙被扯甩裙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達豐記者 梁達豐））韓國人氣男團韓國人氣男團Super JuniorSuper Junior（（SJSJ））99名成員名成員

前晚假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開騷前晚假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開騷，，熱唱了近三個半鐘熱唱了近三個半鐘，，席間成員們再扮迪士尼席間成員們再扮迪士尼

動畫動畫《《魔雪奇緣魔雪奇緣》（》（FrozenFrozen））中的中的ElsaElsa公主公主，，利特被隊友扯裙後裸露人前利特被隊友扯裙後裸露人前。。

香港文匯報訊 適逢明年是楊千嬅踏入娛樂
圈20周年，她將於明年1月24至27日假紅館舉
行演唱會，與大家分享這20年的她。早前千嬅
為演唱會拍攝海報，為了尋回入行以來的回
憶，在造型上設計師特別將她曾演出過電影中
的角色造型、演唱會及唱片封套上的造型作為
藍本，再糅合一起打造出一個現在式的楊千
嬅，在顏色方面當然是一直陪伴着千嬅的幸運
紫色為主。
千嬅在4年前的演唱會上公開介紹老公丁子
高，今次演唱會千嬅可會拖囝囝Torres上台合
唱？千嬅笑說：「Torres遺傳了爸爸的藝術細
胞，很多朋友也知道丁子高比我更熱愛唱歌，

上次演唱會是因為我們拍拖以來還未有正式介紹他給大家認識，所以才邀請他
上台，不過Torres太細個，他看得懂已很感動呢！不過我會繼續培養他對音樂
的情操。」

香港文匯報訊 黃芷晴、黃美棋、冼色麗、莊思
敏等前晚出席《ViVi讀者模特兒選拔賽2014》，芷
晴和美棋為活動擔任嘉賓模特兒，美棋早前被指跟
紅頂白，連芷晴都否認和她是好友，二人前晚都有
大方合照，美棋表示心情已經好了很多，緋聞男友
鍾健威亦有安慰她，着她不要把事情放在心上。
美棋前晚以Miffy圍巾和波鞋示人，但就襯上魚網

絲襪，被指表達不了魚網絲襪的性感，她笑言第一
次穿魚網絲襪，自知不夠性感，所以改走可愛風
格。至於芷晴被問到媽咪梁潔華的身體狀況，她指
媽咪身體非常好。另外，莊思敏透露正在減肥，希
望再減走10磅，令上鏡更好看，她笑言每次看到自

己上鏡，頭很大的樣子就不開心，問她可會動刀削面？她說：「又不會，但會
盡量試不同的方法瘦面。」

香港文匯報訊 為紀念恩
師任劍輝女士逝世二十五周
年，更兼為承傳之故，龍劍
笙（阿刨）由11月13日開
始，演出二十場《任藝笙輝
念濃情》。日前，工作團隊
進行第一次綵排，阿刨和全
體台前幕後工作人員，把節
目全排一次。現場人人全神
貫注進行排練，平日不大提
演出意見的任冰兒（細女
姐），也親自和阿刨研究表

演動作，又指導兩位花旦的造手唱腔，務求把節目做得更好。
阿刨接受記者訪問，坦言對今次排練感覺良好，13號便在文化中心首演，問

到阿刨心情如何？她說：「什麼感覺都有，百感交集。有少少興奮，少少緊
張，少少感動。最重要是觀眾喜歡，看後能多給我們意見，因為今次和新拍檔
合作，希望多聽到觀眾的意見，讓我們可以參考。」

首次到馬場的圓圓透露
早前拍戲時曾跟劇組

夾錢買馬，可惜沒有贏
錢，而昨日也會下注試試
運氣。說到她婚後運氣應

該不俗？人逢喜事精神爽的她笑
道：「賭場失意，情場得意就
好。」將於本月底在台北舉行婚
禮的圓圓，昨日一身白色打扮，
有如婚禮預演，她透露婚禮已籌
備得七七八八，尚欠的婚禮也踏
入最後階段。問到可有特地減
肥？身形纖瘦的圓圓笑說沒有：
「我還拚命的吃，因為北京天氣
太冷了，我吃再多也不會影響體
重，已經胖了一點點，我還有空
間，不一定要瘦才漂亮。」對於
有指她的老公趙又廷想邀請前女
友張鈞甯出席婚宴，圓圓表示不
覺得尷尬，雖然未有機會與對方
見面，但大家都是朋友。問到她

又可會邀請前男友出席？圓圓帶
笑反問：「要湊成一桌嗎？」此
外，她有份主演的新戲《單身男
女2》在內地預演票房已兩千萬，
圓圓得悉後很開心的說：「相信
繼續有增長，因有楊千嬅、周渝
民等人加入，必定會有一定的影
迷支持。」

碧兒望多方面發展
李亞男昨日穿上低胸長裙，但

因太瘦以致出現離罩，頻頻要抽
起長裙免走光。她表示近日少飲
湯水，加上又不懂照顧自己，以
致瘦了不少。問到男友王祖藍為
何沒有照顧她？她指與男友大家
都無時間，像攬住一齊死般。她
又透露近日正向胡定欣學煲湯，
問到男友可試過她的手勢？她笑
說：「自己要勤力啲學識煲湯煮
飯，賢良淑德，（可試過煲給祖

藍飲？），試過因為時間關係，
我落咗少少味精，佢知道後就無
飲，我覺得好hurt即喊。」提到
祖藍買的新居沒她份，原因是為
她省下稅款，對此亞男就說：
「好有心、好感動，原來計好
晒。」
此外，昨日穿上黑色低胸晚裝

的廖碧兒（Bernice），被問到本
月19號會否出席港視開台酒會？
她透露當天正好要飛到武漢參加
慈善拍賣會，但也替對方開心。
說到當日剛好也是其娘家無綫的
台慶，她正好避過尷尬場面？碧
兒稱沒有尷尬，認為多個平台演
出是好事。近年主力在內地發展
的她，透露早前幫港台拍電視
劇，希望可以多方面發展。除了
拍戲，Bernice還要兼顧酒莊生
意，問到可想拍拖？她坦言都想
拍拖，但無時間。

婚宴老公請前女友張鈞甯

高圓圓不覺尷尬高圓圓不覺尷尬高圓圓不覺尷尬
千嬅20周年演唱會

囝囝不上台

美棋可愛風配魚網絲襪

任藝笙輝綵排 阿刨：感覺良好

■■安達祐實與攝影師男安達祐實與攝影師男
友桑島智輝將註冊結友桑島智輝將註冊結
婚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圭賢圭賢（（右二右二））感動得眼濕濕感動得眼濕濕。。 梁達豐梁達豐攝攝

■■宮崎駿高舉小金人宮崎駿高舉小金人。。 法新社法新社

■■始源扮始源扮「「白白
馬馬」。」。梁達豐梁達豐攝攝

■■利特甩裙露點利特甩裙露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利特扮抹汗睇貓紙利特扮抹汗睇貓紙。。

■■海報造型可以尋找到千嬅過海報造型可以尋找到千嬅過
去音樂去音樂、、電影上的影子電影上的影子。。

■■黃美棋黃美棋（（左左））和黃芷晴和黃芷晴
為活動擔任嘉賓模特兒為活動擔任嘉賓模特兒。。

■■阿刨與任冰兒等開心綵排阿刨與任冰兒等開心綵排。。

■■馬賽對鏡頭表現得十分避忌馬賽對鏡頭表現得十分避忌。。

■■李亞男表示近日少飲李亞男表示近日少飲
湯水湯水，，以致瘦了不少以致瘦了不少。。

■■高圓圓高圓圓、、廖廖
碧 兒碧 兒 、、 李 亞李 亞
男男、、姚書軼及姚書軼及
JocelynJocelyn等打扮等打扮
得花枝招展得花枝招展。。

■■BritneyBritney與與CharlieCharlie合照合照
晒戀情晒戀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Super JuniorSuper Junior全晚熱全晚熱
唱近三個半鐘唱近三個半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內地女星高圓圓昨日以形象大使身份，到沙田

馬場出席《莎莎婦女銀袋日》活動，同場廖碧兒、李亞男率領一眾名模姚書軼及

Jocelyn等行騷，其他到場的嘉賓還有鄺美雲、陳百祥和黃杏秀、莊思敏與胞妹莊

思明，近日秘密復出的馬賽亦跟友人到場，但她對鏡頭表現得十分避忌，並未有

停下接受訪問，只邊行邊表示是與朋友來飯聚，多謝大家關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