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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曾抵港拍攝電影《哥基王子》的
Clara與李姓老闆的合約糾紛可謂沒完

沒了，大前日（16日）首爾地方警察局方面
指經過分析早前Clara、其父親與老闆提交
的有關證物包括錄音及視訊內容後，Clara
兩父女為解約而捏造性騷擾短訊內容，並透
露Clara與老闆互發的短訊當中，整體上只
涉及公事而沒有所謂性騷擾的內容，Clara
與其父親因而面臨被起訴的危機。

曾被帶同出席高官聚會
然而，事件又有新進展。韓國節目

Channel A昨日公開了Clara與老闆的部分對
話錄音內容，而當中的內容涉及恐嚇成分。
老闆於錄音中表示：「我是學過法律的人，
也曾於中央情報局就職，若我發火，對你有
何好處？我可以將花在你身上的錢，來毀掉
你的前程，你知不知道我的力量有多大？即

使你換了電話，我仍然能掌握你的通話和
Kakao短訊內容，不要企圖欺騙我。」
此外，傳媒又披露李姓老闆建立娛樂公司是

為了利用旗下藝人游說他人購買軍火，同時有
傳Clara曾被帶領出席高官聚會場合。李姓老
闆最近因涉嫌在介紹購買空軍訓練裝備的過程
中，私下收取回佣而曾遭警方拘捕。

Clara不欲鬧大事件
李姓老闆透過公司發言人指李姓老闆正被

拘留，因此這種偏頗的錄音才會被公開，指
Clara於事件發生後已被勸導，而其父親
亦因為威脅嫌疑被移至檢察機關，又謂不
知道誰公開了錄音，更認為完全沒有任何
回應的價值。Clara方面就表示：「不知道
該段錄音為何會流出，但絕非是我們有意的
行為，雖然錄音中的威脅言論是事實，但我
們都不想將事件鬧大。」 ■文：K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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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歌 手 Erlend
Ø ye前晚攜同其
樂 隊 The
Rainbow假九展
開騷，全場爆
滿。甫開場，
Erlend已高呼「香港，你好」，並接連唱出《Fence
Me In》、《Lies Become Part of Who You Are》、
《Garota》等多首新碟《Legao》內的歌曲，其間他不
時玩咪線，又興奮到隨歌起舞，未到半場，本來專注
唱歌的他已拿起結他彈唱，聽得歌迷如痴如醉。
席間，現居於意大利的Erlend問有沒有歌迷來自意

大利，有沒有人懂得講意大利文？見似乎沒有歌迷
識，他直言：「我教你們講，很容易。」並即場教了
大家兩句。及後，他介紹完鍵盤手後，突然把咪交給
對方，自己即返回後台休息，鍵盤手只好硬着頭皮高
歌一曲，渾厚的歌聲博得全場一陣掌聲。Erlend重返
舞台後，先與全場大合唱《Rainman》，再唱出電音
樂隊Royksopp的《Remind Me》及The Whitest Boy
Alive的《1517》，樂迷恍如去了夜店般手舞足蹈，氣
氛高漲。
安哥時，Erlend單拖現身，用結他自彈自唱，歌迷則
幫他唱出和音，場面溫馨，最後他以《Say Goodbye》
一曲結束個唱，並兩度大讚港迷是最棒的。

怕質素差不執導演筒

鄭容和自爆想箍牙
香港文匯報訊韓國人氣樂隊CNBLUE

隊長鄭容和昨日抵港，準備今晚假亞博
舉行個人演唱會。他抵港後抽空接受傳
媒採訪，暢談創作理念，又自爆現在最
想箍牙。
鄭容和甫現身，即用廣東話說「辛苦

晒」、「好歌手」，逗笑全場。出道六
年首次出個人碟《美好的一天》，偏英
倫風格，他開始時沒有這想法，只是他
喜歡很多英國樂隊，可能因而受到影
響。對於碟內一半個人作品，一半與他
人合作，他稱是故意的，「因為在
CNBLUE時不能與其他人合作，而今次
合作的都是我很尊敬的前輩們，學到很
多。」他更透露現在很多人找自己合

作，非常搶手。
談到與新加坡歌手林俊傑（JJ）合作一

事，容和透露 JJ 來韓國錄影《Music
Bank》時，請了對方食炸雞。而談到拍
《美好的一天》MV與女主角的吻戲，他
謂拍戲首日第一場就是吻戲，雙方都在
不熟的情況下完成，所以沒有甚麼特別
感覺。

遊覽星光大道
此外，早前他為了宣傳個人碟而拍了

真人騷《鄭容和的Hologram》，他表示
節目內只是播其日常生活，但比想像中
有趣。不過，節目只有短短4集，他直
言：「真的拍了很多，單是睡覺場面就

拍了6小時，很多都沒有播，很可惜。」
問到會否考慮推出第二季，他說有機會
都想，現在會拍下巡唱時有趣的場面，
希望到時用得着。他在節目內還化身導
演，問到將來會否執導演筒，幫
CNBLUE拍MV時，他笑言：「我怕質
素太差，努力忍住不執導。」
另一方面，有傳媒讚他身材好，平時

如何鍛煉肌肉，他笑說：「我不是金鐘
國啦！但運動時都會很用心去做。」他
又謂現階段最想箍牙，自小已想做，就
算會影響唱歌，也希望可以箍牙。而講
過會趁今次機會遊覽香港的他，做完訪
問後，真的去了逛星光大道，並與李小
龍像合照。

■採訪、攝影：陳敏娜

Clara涉遭老闆恐嚇

對話錄音內容曝光對話錄音內容曝光

韓國性感女星Clara（李成

敏）早前與其所屬經理人公司

李姓老闆爆出合約糾紛，

Clara方面控訴老闆性騷擾，

但其公司即反指她為求解約而

誣衊老闆，雙方各執一詞，

Clara最終疑不堪壓力而暫停

演藝事業。事件於昨日又有新

進展，韓國有節目公開了

Clara 與老闆的部分對話錄

音，內容涉及恐嚇成分，當中

包括老闆指自己可以利用財力

斷送Clara的前程。

美國年僅16歲的模特兒 LUCKY BLUE
SMITH 將首次到訪亞洲，出席一連串運動服
品牌宣傳和拍攝活動。他將於3月31日抵達
香港和隨後到達上海出席活動。首度來港的
他抱着興奮的心情表示對於今次香港之行感
到萬分期待，他已急不及待與香港朋友近距
離見面！LUCKY BLUE SMITH將於4月1
日出席品牌活動，與港迷作近距離接觸。

■文：K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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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娜）英倫人氣偶像組
合One Direction（1D）昨
晚終於殺到港，假亞洲國
際博覽館舉行首個香港演
唱會，吸引不少粉絲
捧場，現場所見很
多都是妹妹粉
絲。歌神陳奕迅
老婆徐濠縈和阿
B（鍾鎮濤）老婆
范姜也帶同女兒來
撐場。范姜細女表示最喜歡Henry，讚對方很帥，三母女接受完
訪問後，更馬上衝去買紀念品，非常捧場。
未開場前，現場已大播多首1D的大熱作，炒熱氣氛。原定昨晚
8時開騷，但1D接近9時才現身。5子一身便裝從舞台中間現身，
帶來《Clouds》、《Steel My Girl》和《Little Black Dress》等歌
曲，其間他們不時叫粉絲大聲尖叫，又向港迷打招呼。當他們走
到T台演出時，歌迷尖叫連連，氣氛高漲。

由日本女子組合AKB48前成員大島優
子及草弓剪剛主演的《錢的戰爭》前晚播
放完畢，結局收視錄得15.4%，是劇集
播放以來最高收視。大島優子於拍畢劇
集當日獲工作人員送上花束，她表示，
這是其從AKB48畢業後首部接拍的作
品，感覺十分良好，並謂很喜歡來到拍
攝現場，因為可以看到很多笑臉，能讓
她輕鬆地接受挑戰。 ■■文：Kat

One Direction開騷
范姜帶女撐場

大島優子
新劇結局收視創佳績

■鄭容和透露新碟可以與自己尊敬的前輩合作，獲益良多。

■LUCKY BLUE SMITH

■Clara早前曾來港宣傳電影。

資料圖片

■鄭容和
於星光大
道留影。
網上圖片

■大島優子收花，笑逐顏
開。 網上圖片

■■11DD甫出場即炒熱全場氣氛甫出場即炒熱全場氣氛。。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ClaraClara被指要出被指要出
席高官聚會的場席高官聚會的場
合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ClaraClara被爆遭老闆出被爆遭老闆出
言恐嚇言恐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rlendErlend ØØyeye於台上於台上
落力演出落力演出，，令全場令全場
HighHigh爆爆。。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ErlendErlend ØØyeye攜其樂隊攜其樂隊The RainThe Rain--
bowbow開騷開騷，，全場爆滿全場爆滿。。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范姜陪女兒睇騷。
陳敏娜攝 ■荷里活影星謝茜嘉艾芭（Jessica Alba）

前日現身加洲出席頒獎禮 Impact Awards晚
宴，並於台上發表演說。 美聯社
■荷里活巨星湯告魯斯（Tom Cruise）前

妻姬蒂荷姆斯（Katie Holmes）與金像影帝
占美霍士（Jamie Foxx）近日被指已暗交一
年，更有指姬蒂不時到訪占美的大宅短聚。
■現年41歲的荷里活型男祖狄羅（Jude

Law）早前宣布其前 23 歲女友 Catherine
Harding懷有他的骨肉，Catherine日前為他
誕下女嬰，二人表示會共同照顧女兒。
■ 樂 隊 Hillsong Worship 《No Other

Name》巡迴演唱會香港站將於4月22日 (星
期三) 假亞洲國際博覽館Arena舉行，門票於
今日上午十時於快達票公開發售。《No
Other Name》 為 新 頌 教 會 （Hillsong
Church）樂隊Hillsong Worship於去年發行
的敬拜讚美詩歌專輯，其巡迴演唱會亦以此命名。
■韓國男神李敏鎬將於本周六(21日)來港開騷，Letv將會為觀眾作現場直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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