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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尼近月正於澳洲東部黃金海岸
拍攝新片《加勒比海盜5》，日

前有報道指他於上周末拍攝電影期間
手部受傷，並於當地時間11日低調
乘私人飛機返回美國，接受手術。有
傳媒拍得他於一私人飛機上，右手手
臂包紮着，尊尼得悉有傳媒拍照後即
向着鏡頭笑晒揮手，心情似乎甚佳。
電影方面的發言人隨後向傳媒證實了
尊尼受傷的消息，但未有公布尊尼受
傷的原因及其他細節，又表示雖然拍
攝進度受阻，但就強調《加》片仍然

會按照原定日期於2017年7月7日上
映。據悉，尊尼並非在電影拍攝現場
受傷，將會停工數周養傷。

粉絲望尊尼早日康復
有報道引述昆士蘭救護人員指：

「我們未能回應任何關於他（尊尼）
在黃金海岸發生的事，他可能自己乘
坐私人交通工具前往醫院，總之我們
沒有接載過受了傷的他。」而昆士蘭
警方表示他們沒有接到任何有名人發
生意外的求助電話。有粉絲獲悉偶像

受傷的報道後，即紛紛於社交網站表
示擔心偶像的傷勢，並祝福他早日康
復。
另外，雖然尊尼最近忙於拍攝新

片，但上月底亦有抽空現身布里斯
班，參與歌手Marilyn Manson的演唱
會，並於台上化身搖滾歌手，與
Marilyn一起Jam歌。早前，尊尼亦有
現身昆士蘭觀賞剛於「全英音樂獎」
（BRIT Awards）頒獎禮中奪得最佳
國際組合獎的Foo Fighters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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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調返美動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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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里 活 男 星 尊 尼 特 普

（Johnny Depp）近月正忙

於在澳洲拍攝其主演的新片

《加勒比海盜 5》（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Dead

Men Tell No Tales），日前

突然爆出尊尼手部受傷的消

息。據悉，尊尼受傷後未有

被送往澳洲就近的醫院接受

治療，反而選擇低調飛返美

國做手術，有指未來數周尊

尼將會暫停拍攝工作養傷，

電影方面的發言人未有透露

尊尼傷手的原因，但強調拍

攝進度只是輕微受阻，暫未

有影響上映日期。

■■尊尼特普現身尊尼特普現身Foo FightersFoo Fighters
演唱會演唱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尊尼特普傷右手後即飛尊尼特普傷右手後即飛
返美國養傷返美國養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尊尼特普早前曾化身尊尼特普早前曾化身RockRock友友
於台上表演於台上表演。。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尊尼特普近期忙於拍攝尊尼特普近期忙於拍攝
新片新片《《加勒比海盜加勒比海盜55》。》。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老 牌 影 星 夏 里 遜 福
（Harrison Ford）早前的小型
飛機墜機事故初步報告昨天出
爐。報告說，他在起飛後沒多
久，引擎便失去動力，夏里遜
福不得不立即U形大轉彎，最
終飛機撞樹後墜毀於高爾夫球
場。報告顯示，夏里遜福當時
駕駛的二次世界大戰古董機從
洛杉磯以西的聖塔蒙尼加機場
起飛後不久即墜毀，機翼和機

身都「有相當的」損毀。報告又引述了夏里遜福與控
制塔的對話紀錄，指夏里遜福由21號跑道起飛後，便
回報引擎故障，要求立即折返機場。有關方面指，針
對這場意外的最終報告大概要1年後才會出爐，今次
只是初步報告。此外，根據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網
（ABC News），夏里遜福前日依然留院，但發言人
前日和昨天都拒絕評論或無回應。 ■文：Kat

美國洛杉磯法院
昨日判決，美國男
歌手 Robin Thicke
的 歌 曲 《Blurred
Lines》涉嫌抄襲已
故 R&B 殿堂歌手
Marvin Gaye1977年
的 歌 曲 《Got To
Give It Up》，須賠
償740萬美元。陪審

團8名成員秘密投票後，多數認為兩首歌曲調類似，最終判
Robin與製作人Pharrell Williams侵權，Robin與Pharrell須向
Marvin家屬賠償740萬美元。Pharrell發聲明表示，尊重法院
程序之餘，但對判決結果非常失望，全案對樂壇與創意工業
創下恐怖的先例。多位美國樂壇人士認為，難以判定兩首歌
是否類似，判決將造成未來樂界興訟發財的不良效應。
有樂迷對兩首歌旋律是否類似看法不一，有人認為是
Marvin的家人為發橫財而提告，也有人指Pharrell與Robin創
作力雄厚，不可能主動抄襲，亦有網友在網上自行組合兩首
歌，讓大家評理。 ■文：Kat

來自挪威卑爾根的創作男歌手Erlend Øye將於下周二攜同
其巡演樂隊The Rainbows，假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Music
Zone開騷。Erlend Øye多才多藝，除作個人發展外，亦是樂
隊Kings of Convience和去年才解散的The Whitest Boy Alive
的靈魂人物。其歌曲溫文儒雅，總是透着一股撫慰歌迷心靈
的力量。Erlend的感性，不單反映在其音樂上，他亦喜愛旅
行，探索自身，曾旅居倫敦、柏林及西西里沿海古城叙拉古
等地。愛旅行的港人，踫上同樣愛旅行的Erlend，應可產生
共鳴。是次港騷門票劃一$380，現正公開發售。

■文：Mana

抄歌罪成賠740萬美元
Pharrell Williams感失望

出道超過40
年的日本音樂
創作人五輪真
弓將於 4月 25
日首度到台開
騷，五輪真弓
日前接受傳媒
訪問時表示，
為了要讓樂迷
有所共鳴，會
於演唱會上大
唱多首金曲，
如 《 戀 人

啊》、《潮騷》及《風之詩》等，同時她又非常感謝
台灣樂迷對她的支持與厚愛。被問到作曲的靈感來源
時，五輪真弓表示是來自一段感情：「這段感情能激
盪出火花是非常容易，但要維持下去則是非常困
難。」她又指沒有想過這些歌曲能引起廣大迴響，甚
至不同地區的歌手不斷翻唱，讓她心中充滿感謝。此
外，日本Bossa Nova女王小野麗莎將於4月26日緊接
五輪真弓於台灣開騷。 ■文：K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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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lend Øye
下周二唱響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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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演員金成民繼2010
年因涉毒被判刑後，昨日再
因涉嫌吸毒被捕。韓國警方
拘捕五名毒販，並查獲金成
民透過網上交易，從毒販中
買入0.8克冰毒，交易數量
多達十多次。據悉，金成民
接受調查時對於自己吸毒供
認不諱，警方將拘留金成民
兩日繼續進行調查。金成民
曾於2010年涉嫌攜帶及吸
食毒品被判有期徒刑兩年半
和緩刑四年，並遭罰款九十
萬韓圜。 ■文：Kat

喜劇大師賓士迪拿喜劇大師賓士迪拿（（Ben StillerBen Stiller））及荷里活男星奧雲韋遜及荷里活男星奧雲韋遜
（（Owen WilsonOwen Wilson））日前現身巴黎時裝周日前現身巴黎時裝周，，為意大利名牌為意大利名牌
ValentinoValentino行騷行騷。。穿上套裝的賓士迪拿與穿上睡衣的奧雲韋穿上套裝的賓士迪拿與穿上睡衣的奧雲韋
遜在伸展台上行騷遜在伸展台上行騷，，還不時走近時尚雜誌還不時走近時尚雜誌《《VogueVogue》》總編輯總編輯
Anna WintourAnna Wintour身邊身邊，，逗得這位時尚界女強人也不禁莞爾一逗得這位時尚界女強人也不禁莞爾一
笑笑。。近月屢傳賓士迪拿及奧雲韋遜會再合作拍近月屢傳賓士迪拿及奧雲韋遜會再合作拍《《非常索凸務非常索凸務》（》（ZoolanderZoolander））續集續集，，而完騷而完騷
後後，，賓士迪拿於其社交網站賓士迪拿於其社交網站InstagramInstagram上載了他與奧雲韋遜的合照上載了他與奧雲韋遜的合照，，並宣布二人將再度攜手並宣布二人將再度攜手
演出續集演出續集。。
此外此外，，真人騷女星真人騷女星Kendall JennerKendall Jenner與英國名模與英國名模Cara DelevingneCara Delevingne日前結伴出席巴黎時裝周為日前結伴出席巴黎時裝周為

ChanelChanel行騷行騷，，CaraCara與男模打招呼時主動吻向對方面頰與男模打招呼時主動吻向對方面頰，，在旁的在旁的KendallKendall則拍手笑晒則拍手笑晒。。近日被指近日被指
與英國超模娜奧美金寶與英國超模娜奧美金寶（（Naomi CampbellNaomi Campbell））於巴黎時裝周期間發生口角於巴黎時裝周期間發生口角，，繼而動武的繼而動武的CaraCara就就
與娜奧美於社交網站與娜奧美於社交網站「「唱雙簧唱雙簧」」否認傳聞否認傳聞，，娜奧美於其娜奧美於其TwitterTwitter表示表示：「：「不明白這個說我跟不明白這個說我跟
CaraCara打架的傳聞是怎樣來的打架的傳聞是怎樣來的，，這是完全不實的這是完全不實的。」。」CaraCara亦引述娜奧美的留言亦引述娜奧美的留言，，並回應道並回應道：：
「「有人喜歡作故事是沒有原因的有人喜歡作故事是沒有原因的。」。」 ■■文文：：KatKat

宣布再拍《非常索凸務》續集
賓士迪拿孖奧雲韋遜巴黎行騷

■■CaraCara公然咀男模公然咀男模，，旁邊的旁邊的
KendallKendall則笑晒則笑晒。。 路透社路透社 ■■夏里遜福夏里遜福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PharrPharrellell
WilliamsWilliams
對判決感對判決感
失望失望。。

美聯社美聯社

■■五輪真弓五輪真弓（（左左））與小與小
野麗莎將於野麗莎將於44月先後到月先後到
台灣開騷台灣開騷。。 中央社中央社

■■金成民金成民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賓 士 迪 拿賓 士 迪 拿
（（左左））孖奧雲韋孖奧雲韋
遜於巴黎時裝周遜於巴黎時裝周
行騷行騷。。 美聯社美聯社

■美國男星艾力寶雲
（Alec Baldwin）（見
圖）偕大肚老婆Hilaria
一同出席一家非牟利組織
舉辦的周年晚宴，艾力不
時撫摸Hilaria的肚子，
二人表現恩愛。 法新社
■ 英 國 男 歌 手 Ed
Sheeran前晚於亞洲博

覽館舉行首個香港演唱會，他獻唱了多首大熱
作品，包括《Lego House》及《Drunk》等。
■美國男星艾斯頓吉查（Ashton Kutcher）與
Mila Kunis去年榮升父母，艾斯頓近日於其社
交網站Facebook大呻公眾男廁缺乏替嬰兒換

尿布的位置。
■日本演員永瀨正敏昨天在台灣工作，適逢日
本311大地震4周年，他在社交網站Facebook
上貼上災區照片。他又感謝各界人士為日本災
民送上的溫暖和支援，另外他又貼出一張與一
起演出《KANO》的曹佑寧合照，表示曹佑寧
把平常愛用的棒球手套送給他，他很謝謝曹佑
寧，二人會是永遠的朋友。
■日本男星齋藤工於日本雜誌《SPA！》一項
「最想擁抱男星選舉」中力壓人氣日劇《交響情
人夢》飾演千秋王子的日本男星玉木宏奪冠。
■韓國SM娛樂旗下的女子組合Red Velvet近日
宣布將加入新成員Yeri，現年16歲的Yeri擅長唱
歌、Rap及舞蹈，於2011年透過選拔加入SM。

娛聞雜碎

■■Erlend(Erlend(右右))攜樂隊來港演出攜樂隊來港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