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女子組合桃色四葉草（桃草）昨日宣布
將於明年1月28日與美國老牌搖滾樂隊KISS合
作推出新單曲，新歌仍未有名，但已知會由
KISS作曲及演奏，而桃草則會負責歌唱部分。
今次是KISS與日本藝人首次嘗試合作，KISS
成員Gene Simmons表示知道桃草的演唱會非
常精彩，希望能夠嘗試與這些「Super Star女
孩」同台。而KISS定於明年3月3日在東京巨
蛋開騷也會邀請桃草參與。 ■文：Bo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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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ce妹妹Solange前日與 51 歲 MV
導演男友Alan Ferguson在新奧爾良拉埋天窗。席間邀

來過百嘉賓分享喜悅，Beyonce與丈夫Jay Z及囡囡Blue Ivy
一家三口都前來祝賀。Jay Z和Solange在今年5月被閉路電視拍
到於升降機內爭執，Solange起飛腳踢Jay Z ，但如今Jay Z畀面出
席，大概二人關係已經和好如初。另外，新娘子與前夫所生的10歲大
兒子Daniel Julez Smith及母親Tina也有出席。
新娘新郎以及一眾來賓均以全白裝束示人，Solange和Alan浪漫地選擇

以白色單車到場，而現場則播放二人的愛歌《I Love the Lord, He Heard
My Cry》，Solange並與囝囝共舞。婚禮後，她換上開胸服飾出席派對，
不過她似乎過於開心忘形，跳舞時險些露點走光，察覺後才即時以手護
胸。Solange在網上分享心情，表示當日非常完美。
今次是 Solange 的第二段婚姻，她於 10 年前年曾嫁給 Daniel
Smith，但是二人在2007年證實離婚。Alan的來頭亦不小，他曾為
美國樂壇一姐Katy Perry及男歌手John Legend拍攝MV，亦
曾憑執導Beyonce歌曲《Party》及《Dance for You》的
MV而贏得黑人娛樂電視大獎（BET Award）的
「最佳MV導演獎」。 ■文：Bosco

愛爾蘭搖滾班霸U2主音Bono日前在紐約中央公園踩單車時發生
意外，弄致手臂受傷。消息在組合的網站發布，據知Bono需要接
受手術治療。而Bono受傷對U2日程安排影響甚大，他們原定要
上節目《Tonight Show》但要推遲。雖然Bono的隊友未透露意外
是如何發生，不過他們則充滿信心在聲明中道：「我們相信他
（Bono）很快可以完全康復，我們會回來的！」 ■文：Bosco

BeyonceBeyonce一家三口祝賀一家三口祝賀

妹妹與導演男友妹妹與導演男友
拉埋天窗拉埋天窗
美國天后美國天后BeyonceBeyonce妹妹妹妹Solange KnowlesSolange Knowles，，前日再迎接第二段婚姻前日再迎接第二段婚姻，，與與MVMV導演男導演男

友友Alan FergusonAlan Ferguson結婚結婚，，BeyonceBeyonce一家也前來分享喜悅一家也前來分享喜悅，，雖然雖然Jay ZJay Z與與SolangeSolange早前早前

曾有爭執曾有爭執，，不過當日他依然現身出席不過當日他依然現身出席，，似乎已經和好似乎已經和好。。

Collabro不怕無錢交租

今年英國才藝比賽節目《全英一
叮》（Britain's Got Talent）冠軍組合
Collabro 近日來港宣傳首張專輯
《STARS》 ， 五 位 成 員 Michael
Auger、 Richard Hadfield、 Jamie
Lambert、 Matt Pagan 及 Thomas J
Redgrave昨日抽空接受傳媒訪問。
問到隊名Collabro的由來，Richard

指：「這個隊名是我們一同研究得來
的，有聚集眾兄弟之意。」提到新碟
《STARS》內翻唱了多首經典金曲及
音樂劇歌曲，哪一首最富挑戰性？眾
人異口同聲表示是美國天王搖滾樂團
共 和 世 代 （OneRepublic） 的
《Secrets》：「《Secrets》對我們而
言最困難，特別在錄音時，要從流行
曲中再加入歌劇式的元素，我們要研
究用什麼聲線去演繹才能發揮最好的

效果。」問到他們與其他組合有何不同時，他們坦言有感現時音樂市場缺乏了音樂劇歌曲，因此他
們希望可以將這類型的歌曲打入年輕人及流行曲市場，將美妙的音樂分享給大眾。他們又不介意與
其他組合作比較，因為大家都在做不同種類的音樂。
贏得冠軍後，Collabro隨即簽予有「選秀之父」稱號的毒舌名嘴Simon Cowell的唱片公司
Syco Music 旗下，發行了首張專輯，並取得英國細碟榜冠軍的佳績，Jamie 坦言很驚喜，
Thomas指Simon旗下擁有很多炙手可熱的歌手，包括流行古典跨界組合IL Divo及英國人氣
男子組合One Direction等，對於能夠成為一分子感到難以置信。被問到要跟「毒舌」Simon
合作的感受時，他們即為Simon護航，指他其實為人友善，平時只是直話直說，對於製作專
輯非常投入，又給予他們很多意見。參與《全英一叮》前他們都分別從事不同的工作，由寂
寂無名的上班族變成受人注目的歌手。成名前後有何分別？他們笑言：「最大的分別是我們
現在不用擔心房租及車費問題，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每天都能做自己喜歡的事。」K-pop近年
風靡全球，問到他們可有留意？他們指希望可以跟韓國男歌手PSY合作，因為PSY的曲風是
他們未曾嘗試過的。提到聖誕如何度過，各人除了忙於籌備巡迴演唱會及新歌外，Michael透
露希望能與家人共度。 ■採訪：李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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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里活女星珍妮花安妮絲頓（Jennifer
Aniston）近日忙於四出宣傳兩套新作《呢班
波士仲抵死！》（Horrible Bosses 2）及
《Cake》，前日她就偕女星Mamie Gummer
出席《Cake》於紐約舉行的試映活動，穿上
黑色長褸現身的珍妮花一見Mamie即上前擁
抱打招呼。早前被指有望憑《Cake》提名奧

斯卡影后的她全程笑容滿面，心情甚佳。近
日就有外國傳媒預測十大提名女星，當中就
包括珍妮花。她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已
準備好拍攝《呢班波士仲抵死！》續集。另
外，被問到會否再拍電視劇，她說：「我沒
有說過永遠都不拍劇，電視業現在都發展得
很好。」 ■文：Kat

韓國第51屆大鐘獎將於本周五舉行，其打手印儀式於昨日下午在首爾完成，韓星金秀
賢、去年憑恐怖片《蒙太奇》封后的嚴正花、三度於大鐘獎稱帝的宋康昊及憑《觀相》拿

下「最佳男配角獎」的趙正錫亦有出席。最近不時被指身形發福走
樣的金秀賢昨日以一襲黑色西裝現身，身形明顯清減了不少。去
年憑《三個特攻美少年》奪得最佳新人獎的他表示今年更加緊
張，又承諾今後會繼續為大家帶來更好的作品。他打手印時
顯得有點「雞手鴨腳」，最終要工作人員幫忙才完成，事
後他又露出嫌棄的表情。此外，宋康昊就被指憑《逆權大
狀》有望於今屆大鐘獎再封影帝。同日，金秀賢亦出席了
2014韓國大眾文化藝術獎頒獎禮，連走兩場。而與金秀賢同場

的勁敵李敏鎬則被指現雙下巴，發福不少。 ■文：Kat

金秀賢「雞手鴨腳」打手印

珍妮花安妮絲頓 不排除再拍劇

日本女星長澤正美昨
日出席朱古力新廣告發
布會，活動上她亦不忘
晒出其一對修長美腿，
大騷天賦本錢。席間她
獲頒的委任狀是以拍攝
廣告時800張花絮照片組
成，難怪她笑得相當開
心。她與大家談及今後
的抱負，她表示希望能
夠一步步接近自己的理
想。新廣告中是打工族
在辦公室吃朱古力，長
澤突然出現打破辦公室
的牆壁將他帶走。

■文：Bo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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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草與KISS合作新歌

■由荷里活女星安祖蓮娜祖莉
（Angelina Jolie）執導的新片《非
凡生命歷》（Unbroken）昨日於悉
尼舉行首映禮，其丈夫畢彼特
（Brad Pitt） 亦 有 現 身 撐 場 ，
MIYAVI 亦偕太太 Melody 恩愛到

場。 路透社
■日本女星仲間由紀惠確定擔任「第
56屆日本唱片大賞」頒獎禮主持，
她對此感到既榮幸又緊張。

■韓國音樂盛事「Mnet Asian Music
Awards頒獎禮」（簡稱MAMA）舉
行在即，昨日主辦方舉行記者會，
並宣布劉德華將會擔任頒獎嘉賓。

■韓國女團KARA前成員姜知英日前
到東京出席寫真集宣傳活動，由於
粉絲反應太踴躍，名額由一千增至
千三名，提到寫真集中有她穿上婚
紗的造型照，有傳媒問她是否有男
友時，她就微笑否認。

Bono＠U2 踩單車受傷

■■SolangeSolange前日再前日再
做新娘做新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Jay ZJay Z 與與 BeyonceBeyonce
當日亦有出席婚禮當日亦有出席婚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Solange■ Solange 與與 AlanAlan
FergusonFerguson在新奧爾良在新奧爾良
完婚完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CollabroCollabro盼其歌曲能打入盼其歌曲能打入
年輕人市場年輕人市場。。 李嘉嘉李嘉嘉攝攝

■Collabro首度訪港宣傳新碟《STARS》。

■■李敏鎬被指發福李敏鎬被指發福
不少不少。。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金秀賢打手印後露出金秀賢打手印後露出
嫌棄的表情嫌棄的表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桃草與KISS的新歌將於明年1月
28日發售。 網上圖片

■ Bono 受傷
後 需 接 受 手
術。 美聯社

■長澤正美繼續大騷漂
亮長腿。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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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左起：：安祖蓮娜祖莉安祖蓮娜祖莉、、MIYAVIMIYAVI、、
Melody IshiharaMelody Ishihara、、畢彼特畢彼特。。

■珍妮花想再拍《呢班波士
仲抵死！》續集。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