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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嘉嘉）曾數度來港演
出 的 英 國 小 歌 后
Connie Talbot昨日下午
到富商劉鑾雄（大劉）
旗下的商場舉行見面
會，為明天舉行的
《Connie Talbot The
Gravity Tour 2014 亞
洲巡迴演唱會》及最新
推出的專輯造勢，
Connie前年來港獲大劉
一家撐，昨日大劉再聯
同母親、妹妹、女友甘
比、女兒劉秀樺（Josephine）及細仔Joseph Junior等一家再到場支持。秀樺更與Connie
於台上合唱一曲《Let It Go》，台下的大劉不時緊握拳頭為愛女打氣，看得非常投入。
適逢Connie於上星期剛過生日，大會特別送上蛋糕為她補祝生日，逗得伊人笑逐顏開。
Connie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今次之行將會逗留3日，由於行程緊密，可能未能抽空到

處觀光，她透露今次的演唱會將會唱新專輯的歌。問到生日如何度過？她表示看了由金
像影后珍妮花羅倫絲（Jennifer Lawrence）主演的新片《飢餓遊戲終極篇：自由幻夢1》
（The Hunger Games：Mockingjay Part 1）及跟家人吃了一餐飯。她又自言很喜歡女主
角珍妮花，大讚她是一位好演員，被問到今年聖誕節會如何度過，她笑言：「都沒有什
麼特別，都是跟平日一樣與家人度過。」問到她跟秀樺合唱的感受，Connie表示兩年前
已跟她合唱過一次，覺得她很可愛。

姜敏赫昨午撇下隊友單拖現身香港，為馬
鞍山新港城中心主持聖誕亮燈儀式及舉

行簽名會。他甫出場即引來女粉絲尖叫，聲
音震動全個商場。姜敏赫以藍色格仔西裝示
人，並以廣東話道：「大家好，我係姜敏
赫，好耐冇見，我好掛住你哋。」全場粉絲一
齊向敏赫用韓文大呼我愛你，而識做的敏赫亦
有以廣東話說我愛你。
未知是否粉絲太過熱情，敏赫在活動上不停

出汗，他笑言好像做完演唱會一樣熱，獲邀上
台玩遊戲的粉絲相當主動向敏赫索抱，而敏赫
亦有一一配合。問答遊戲環節時，敏赫即興要

大家猜猜他現在的體重，有粉絲估中原來是
65kg。

計劃聖誕來港玩
簽名會舉行前，敏赫接受傳媒訪問，問到他

對香港的印象？他表示自己多次來港，不過個
人參加商場活動就第一次，他覺得香港粉絲熱
情，猶如開演唱會一樣，另外他透露想去蘇豪
區，因為知道蘇豪區附近有賣傢具擺設的小
店，而他喜歡吃點心、芒果布甸及蛋撻，有打
算買蛋撻回去給隊友，但由於不能拿回去，所
以反問有什麼手信推介，並說芒果布甸也不

錯。
敏赫年前憑大熱韓劇《繼承者們》的「尹燦

榮」一角奪得韓國電視台SBS演技大賞新人獎，
問到他未來想挑戰什麼角色？他謙虛表示自己演
技幼嫩，希望嘗試不同的角色。適逢聖誕將至，
他透露計劃聖誕會與家人來香港玩。談到對香港
粉絲的印象，敏赫就賣口乖：「好可愛，好熱
情，着衫好靚。」而下次演唱會希望可以展示普
通話實力，也會繼續努力學廣東話。
此外，敏赫為200位粉絲簽名，當中有男粉

絲上台更與敏赫抱抱，讓現場粉絲尖叫，場
面搞笑。

加國麻煩天王Justin Bieber（小Justin）身邊女
伴有如車輪轉，日前就連同早前被拍得與他撐枱
腳的真人騷女星Kendall Jenner、Kylie Jenner及
一名男性友人齊齊為女模Hailey Baldwin慶祝18
歲生日，並舉行生日派對。Hailey於其Instagram
感謝好姐妹的祝福，Kylie事後亦上載合照到其
Instagram，照片中可見Jenner兩姊妹以貼身露臍
裝上陣，大擺性感甫士。此外，最近被傳隆唇的
Kylie 就上載了一張大頭照到Instagram，照片中的
她嘴唇豐厚得甚為嚇人，令不少網民大呼恐怖。
另一邊廂，經常傳出與小Justin離離合合的青
春女歌手Selena Gomez，則到洛杉磯支持正於當
地宣傳新碟的美國鄉謠小天后Taylor Swift，
Taylor 其 後 上載了多張二人的合照到其
Instagram。Selena與Taylor屢傳不和，如今二人
用行動闢謠，力證二人依然友好。 ■文：Kat

日本樂壇天后濱崎步自1999年起已經連續15
次出場《紅白歌唱大賽》，不過未知是否與人氣
下滑有關，今年步姐就被飛出名單，大家不會見
到她上陣。對此，步姐昨日亦有在Twitter上回
應：「對雙方而言，這是最佳時機笑着揮手道
別，雖然好像變成分手留言似的，不過並不是這
樣（笑）。我要在NHK Hall畢業了！」步姐每
年的歌衫都是盛會上的亮點，亦曾連續6年成為
代表紅組的打頭陣歌手。 ■文：Bosco

奧斯卡影后希拉莉詩韻
（Hilary Swank）前日現身
加 州 ， 夥 拍 女 星 Olivia
Munn擔任一個鼓勵領養流
浪狗活動的主持，多位愛狗
的名人也有出席，例如艾美
洛森（Emmy Rossum）及
Julianne Hough等。穿上灰
色Deep V裙現身的艾美今
次未有帶同愛犬出席，獲大
會安排了一隻大狗陪同行紅
地氈，而身穿啡色裙現身的
Julianne就抱着其啡色的愛
犬到場。即將擔任一個領養
流浪狗電視節目主持的希拉
莉表示希望能團結眾人的力
量救助有需要的貓狗。

■文：Kat

■英國重型金
屬搖滾樂隊
Bring Me the
Horizon 日前
假麥花臣場館
開騷，主音
Oliver Sykes
獻 唱 了 《SHADOW MOSES》 、 《THE
HOUSE OF WOLVES》等多曲。
■美國金像導演米克尼高斯（Mike Nichols）上
周三心臟病發離世，享年83歲，其家人日前於紐
約為他舉辦了追悼會，金像影后梅麗史翠普
（Meryl Streep）偕丈夫出席。
■英國名模Kelly Brook早前剛宣布與真人騷男星
David McIntosh分手，最近就被傳火速搭上靚仔
男模James Crabtree，更有傳二人已閃電訂婚。
■日本女歌手hitomi今年6月奉子成婚，前日她
誕下男嬰，母子平安，她在網上留言報喜並且上
載BB的照片。

■韓國綜藝節目主持人盧
洪哲昨日現身首爾警廳接
受醉駕事件的調查，盧洪
哲向警方解釋指他當日相
約了一名從美國返韓的好
友於酒店短聚，原以為只
逗留短時間，因此將車隨
意停泊於酒店前，但因聚
會時間延長，他最終想把
車泊於一個較好的位置，
怎料此時遇上警方截查。
■2014最強美少女博覽
會 23 日持續在台北舉
行，活動以時尚、流行、
娛樂為主軸，結合品牌走
騷、妝髮示範等，並邀請
日本名模藤井莉娜等人走
騷，驚豔全場。 中央社

Justin Bieber開P被女圍

被飛出《紅白》
濱崎步笑言畢業了大劉總動員撐Connie Talbot

單拖來港吸引粉絲投懷送抱單拖來港吸引粉絲投懷送抱

姜敏赫想逛蘇豪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達 豐 ） 韓 國 人 氣 樂 團

CNBLUE鼓手姜敏赫，昨日

下午單拖在香港出席商場活

動，吸引500粉絲捧場，場

面熱鬧。敏赫席間大晒廣東

話冧粉絲，而上台玩遊戲的

粉絲均表現主動，紛紛向敏

赫投懷送抱！

美國搖滾樂團Mr. Big昨日抵
台開騷，吸引2千名歌迷朝聖。
罹 患 柏 金 遜 症 的 鼓 手 Pat
Torpey 近期因為病況控制良
好，因此也有隨團出席。Mr.

Big 以 歌 曲
《Daddy, Brother,
Lover, Little Boy》
揭開序幕，其後接
連唱出多首經典歌
曲 ， 主 唱 Eric
Martin充滿爆發力
的歌聲令全場粉絲
High爆，Eric其後
向台北的粉絲打招
呼，又表示看到台
北的粉絲很熱情，
希望天天在當地開
騷。他們於安哥時

段唱出暢銷金曲《To Be With
You》，引領全場歌迷大合唱。
此外，他們明日將會來港開
騷。

■文：K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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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敏赫與粉絲抱抱。

■小Justin被三女包圍，非
常好艷福。 網上圖片

■敏赫主持聖誕亮燈儀式。

■姜敏赫熱得不停
流汗。 梁達豐攝

■姜敏赫獲大批粉絲捧場。

■Connie與粉絲大合照。

■大劉在台下看
得非常投入。

■希拉莉盼
集眾人之力
為流浪狗盡
一分力。

美聯社

■主唱Eric Martin熱唱多首金曲。
中央社

■Mr.Big昨日在台北開唱，吸引樂迷朝聖。 中央社

■藤井莉娜

■Oliver Sykes

■步姐曾於《紅
白》穿婚紗亮相
成為熱話。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