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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花前日現身倫敦出席新片《呢班
波士仲抵死！》首映禮，有份參演

的荷里活女星奧莉菲亞懷特（Olivia
Wilde）偕未婚夫 Jason Sudeikis 恩愛到
場。穿上黑紅色超Deep V長裙示人的珍
妮花行藍地氈時笑容滿面，其未婚夫

Justin Theroux亦低調前往倫敦
陪伴，二人被拍得於首映禮
後雙雙出席派對。珍妮花
早前接受傳媒訪問

時，被問到當年

她與畢彼特的婚姻最終破裂收場，她直言
任何人都會犯錯：「任何人都有可能會做
出一些不可原諒的事，我覺得最重要是學
懂原諒及放下，否則最終只會傷害到自
己。」言談間暗指畢彼特當年對自己不
忠，但現在她已學懂放下。
另外，訪問中她也有提及與未婚夫

Justin的關係，她大讚Justin是她見過的
人當中最謙虛及最有風度的男人，又指二
人有無盡的話題，隨時能娛樂對方，是一
件很美好的事。此外，珍妮花主演的新片

《Cake》大獲
好評，更

首度獲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而安祖
蓮娜執導的新作《Unbroken》則獲提名
最佳導演，意味着二人有機會於頒獎禮上
碰頭。

畢彼特赴韓宣傳新片
另一邊廂，畢彼特近日亦頻頻攜同新

片《戰逆豪情》（Fury）四出宣傳，昨日他
就聯同戲中演員羅根雷文（Logan Lerman）
赴韓國舉行電影的記者會，以一身黑色西裝
外套及手持帽子現身的畢彼特被傳媒大讚衣
着簡單而隆重，型爆全場。

■文：Kat

改編自大受歡迎的
Marvel同名漫畫的迪士
尼動畫《大英雄聯
盟》，由6位造型性格
各有特色的非一般英雄
組成，以各種奇謀絕招
在中西文化交融城市
「三藩京市」展開一段
緊張刺激、動作連場、
充滿未來感的大冒險！
C AllStar首度為電影的
廣東話版「聲」援助
陣，他們一致覺得與平時合作玩音樂大有分別，釗峰笑說：「玩音樂是enjoy做自
己鍾意的事情，但配音就要放低自我。完成配音後，我聽番大家把聲都唔似自
己，我們每個都創造了一個新角色，都發掘了自己不同的一面！」至於配音與玩
音樂相似之處就在於彼此間的交流，C AllStar之間的默契和合拍也自然流露在聲
演角色之上。他們更不時以戲中角色的經典對白來搭嘴，可見其投入程度！
說到首度配音，阿King特別提及感受到情緒有很大的跌宕，「例如有一幕情緒

要好high，下一幕突然又要好傷心，要即刻笑得出喊得到，難度甚高，搞到我精
神分裂！」On仔也說首度配音，遇上這部動作連場的動畫，角色使出絕招要大叫
大嗌，他們運用聲線經驗不足，有時用錯力就很易沙聲。C AllStar一向以靚聲馳
名、唱歌為重，這次為電影配音導致聲沙，可謂重大犧牲！ ■文：Ivy

勝出英國最新一季 (第8季)《Britain's Got
Talent》選秀賽的五人男子組合Collabro，
將於本月16日（星期日）下午2時假尖沙咀
舉行他們首個新碟發布會，他們更會即場獻
唱新碟《STARS》內多首歌曲。Collabro首
張專輯《STARS》甫推出即登上英國細碟
榜冠軍位置，10首歌曲中，翻唱了2首流行
曲，包括唱作才子Ryan Tedder主導樂隊
OneRepublic的《Secrets》及美國騷靈男歌
手John Legend的冠軍歌《All Of Me》等。

■文：Kat

Collabro周日抵港會樂迷

姜敏赫@CNBLUE
首度單拖抵港迎聖誕

荷里活女星珍妮花安妮絲頓（Jennifer Aniston）

前日到倫敦出席新片《呢班波士仲抵死！》

（Horrible Bosses 2）的首映禮，以一襲黑紅色超

Deep V長裙示人的她身形Fit爆，笑容滿面，心情

甚佳。最近忙於宣傳新片的珍妮花早前接受傳媒訪

問時，被重提昔日與前夫畢彼特（Brad Pitt）的婚

姻，外界一直有傳是因為安祖蓮娜祖莉（Angelina

Jolie）的介入而導致二人離婚收場，亦有指珍妮花

對此一直耿耿於懷。她於訪問中開腔指自己早已放

下畢彼特，言談間亦暗指他不忠：「人總有機會做

出一些不可原諒的事，要學懂放下。」

重提破裂婚姻 指畢彼特不忠

韓國樂隊CNBLUE 成員姜敏赫
將於本月23日（星期日）首度單拖
來港出席聖誕亮燈儀式和舉辦簽名
會，與粉絲提早賀聖誕！姜敏赫於
上月與韓國女子組合APink成員恩
地一同為「Kpop World Festival」
擔任主持，而早前亦與CNBLUE
另一名成員鄭容和合拍手錶廣告，
行程可謂非常忙碌。姜敏赫來港舉
辦簽名會的消息一出，不少粉絲已
一大清早到商場排隊換領入埸證，150張商場簽名會入場證亦火速換罄。對於今次
香港之行，姜敏赫表示十分期待，又希望可在港shopping和觀光。 ■文：Kat

「吸血女」姬絲汀史
超 域 （Kristen
Stewart）及荷里活女
星 茱 莉 安 摩 亞
（Julianne Moore）有
份 主 演 的 《Still
Alice》，前日於洛杉磯
美 國 電 影 學 院 影 展
（AFI Fest）舉行特別
放映場，穿上透視裝上
陣的姬絲汀與茱莉安碰
面即滔滔不絕。姬絲汀
早前接受訪問時表示：
「我已經拍了五集《吸
血新世紀》，我做事只
是考慮原因，因為我們
難以衡量結果，即使有
些事情最終未必會成
功。」她又指自己也會拍爛片。
此外，姬絲汀的舊愛羅拔柏迪臣（Robert Pattinson）最近被

傳與其緋聞女友FKA twigs訂婚。據悉，有人拍到FKA twigs與
羅拔外出時，FKA twigs的無名指戴上疑似訂婚戒指，二人因而
被指已私下訂婚，但亦有網民指FKA twigs手上的也許只是羅
拔送給她的禮物，並非訂婚戒指。

■文：Kat

韓國男子組合EXO隊長Su Ho近日被
網民指其父親是親日派，更指責Su Ho
是「親日派之子」，由於韓國反日情緒
高漲，因而惹起廣泛批評。Su Ho的父親
表示傳聞不實，並且毀損了自己和兒子
的名譽，已要求警方調查，並打算追究
法律責任。另一邊廂，於日本演出的Su
Ho得知自己被誣陷成親日派兒子，他亦
打電話問父親是否親日派，其父表示屬
無稽之談。 ■文：K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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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型男福士蒼汰與女星綾瀨遙合演的新劇《今天不
上班》大受歡迎，而他最近就為有份主演的電影《要聽
神明的話》到東京出席宣傳活動，並與在場逾三百名粉
絲大玩遊戲，更成功打破健力士紀錄。福士接受傳媒訪
問時表示本來打算升讀大學，但因為拍戲太忙沒辦法抽
身，所以最終決定放棄，他又指不會後悔作這個決定。

■文：Kat

福士蒼汰
為工作放棄讀大學

父被指「親日派」
Su Ho＠EXO挨批

■姬絲汀
（左）與
茱莉安碰
面即滔滔
不絕。
法新社

■福士蒼汰因工作太忙而被迫
放棄讀大學。 網上圖片

■有傳羅拔柏迪臣與緋聞女友訂婚。
資料圖片

■ Collabro 剛 推 出 首 張 專 輯
《STARS》。

■C AllStar首次為迪士尼動畫《大英雄聯盟》的廣東話
版「聲」援助陣。

■Suho 被指
是親日派的兒
子。網上圖片

■姜敏赫希望可在港購物和觀光。

■畢彼特到
韓國宣傳新
片《戰逆豪
情》。

美聯社

■有指因安祖蓮娜介
入，導致珍妮花與畢彼
特婚姻破裂。 資料圖片

■奧莉菲亞
懷特（左）
偕未婚夫恩
愛到場。

美聯社

■珍妮花安
妮絲頓表示
已放下畢彼
特。法新社

■韓國歌手金
相祐昨天下午
抵台，準備出
席今晚於台北
舉 行 的 簽 唱
會，不少粉絲
在機場目睹其
風采，並索取
簽名。 中央社
■韓國人氣組合INFINITE的師妹組合Lovelyz
成員徐智秀因被指是同性戀者及強迫舊愛拍裸照
和性愛短片等不利傳聞而精神受創，需要暫緩出
道。最近又流傳一段疑似是徐智秀的爆粗聲帶，
其經理人公司指好朋友之間也會口沒遮攔，又指
該段錄音完全是斷章取義。
■最近有傳韓流天王Rain的女友金泰希因遺
失手機，令Rain的沖涼裸照曝光。Rain所屬
的經理人公司已即時否認傳聞，指該張流傳的
照片是合成照。
■荷里活男星查尼塔圖(Channing Tatum)自
編自演的電影《光豬舞壯士》續集（Magic
Mike XXL）近日煞科，荷里活性格型男尊尼
特普（Johnny Depp）的未婚妻安伯赫德
（Amber Heard）擔任女主角，有指查尼塔
圖與安伯赫德於片場過從甚密。
■荷里活男星占士法蘭高（James Franco）
宣布將於明年與音樂監製Tim O'Keefe一同推
出唱片。

娛聞雜碎

■金相祐

C AllStarC AllStar 首次爆笑首次爆笑「「聲援聲援」」做英雄做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