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
娜 ） 法 國 電 音 女 神 Emilie
Simon 前晚假中環舉行演唱
會，吸引不少樂迷捧場。
Emilie熱唱個半小時，其間更
獻技吹剛學不久的中國笛，讓
歌迷驚艷。
Emilie身穿黑色吊帶裙性感

現身，以《Perdue Dans Tes
Bras》揭開個唱序幕，接連帶
來 《Des Larmes》 、
《Graines D'etoiles》等大熱
作。席間，她不但彈鋼琴、結
他，還玩弄左臂上疑似打碟裝
置的首飾，大騷音樂才華。她
用英文及法文向歌迷打招呼，

直言：「很開心再次來到香港
開騷。」她走到台邊與歌迷互
動，並數度答謝港迷的支持。
安哥時，Emilie表示來港前

去了新加坡及內地開騷，其中
一站是湖南。當時天氣太惡
劣，飛機被迫於其他地方下
降，因個唱需要很多樂器，但
無時間運送樂器去會場，她又
不想取消個唱，所以她僅帶了
結他和手上拿着的中國笛，舉
行了一場不叉電演唱會。她指
該笛是去北京開騷時買的，學
了不久，並即場用該笛演唱出
《Chanson De Toile》，博得
全場一片掌聲。她接過歌迷奉

上的紅酒，舉杯與大家共飲，
期待再次來港開騷。她離開
後，歌迷仍不願離開，高呼
「安哥」，她難敵歌迷的熱
情，再度現身舞台，以《To
the Dancers in the Rain》結
束個唱。

Emilie Simon表演中國笛
抵港開騷獻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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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33歲的樂壇天后Britney Spears去年8月與拍拖年半的「偷食」男友David Lucado分手，兩個

月後即火速搭上比她小一歲的新歡電視監製Charlie Ebersol，二人拍拖半年來經常大晒恩愛。已離婚

兩次、並育有兩子的Britney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坦言想再婚，並再添一女。言猶在耳，她前日孖男友

與兩名囝囝到夏威夷度假，被傳媒拍到她無名指上戴了一顆鑽戒，因而爆出訂婚傳聞。

美國小天后Katy Perry早前於世界各地舉行了「The Prismatic
World Tour」巡迴演唱會，並將於今年5月到澳門舉行兩場巡迴
演唱會。她前日現身洛杉磯出席其演唱會的放映活動，以一身全
黑裝現身的她解釋：「我今日全黑，代表了悼念，因為我的巡唱
騷快將完結了。」她又表示是時候可以睡個午覺。除了衣着花心
思外，她更抱自己的愛犬Butters現身，Butters輕易成為眾人焦
點！其間，Katy又主動走近粉絲堆，並與他們玩自拍，非常親
民。 ■文：Kat

中央社電 歌手炎亞綸18日
以英文名「Aaron」在日本出
道 ， 推 出 首 張 日 文 單 曲
「MOISTURIZING」，空降
日本ORICON排行榜（公信
榜）第10名，成為台灣有史以
來最年輕男歌手打進日本歌壇
紀錄。今年炎亞綸在日本正式
出 道 ， 加 盟 日 本 Pony
Canyon，成為日本男子團體
「w-inds.」、歌手aiko、工藤
靜香等人的師弟。他於本月20
至22日在日本東京、崎玉和大
阪舉辦3場單曲發行見面會，
吸引大批粉絲撐場，有歌迷難
掩激動在見面會握着炎亞綸的
手哭了，炎亞綸表示，讓大家
久等，不論之前宣傳國語專

輯，還是現在日文單曲都充滿
感動，希望日文咬字能更準
確。
「MOISTURIZING」由日
本藝人Mitz Mangrove填詞，
作曲及音樂製作人是日本樂團
「JUDY AND MARY」吉他
手 TAKUYA， 炎 亞 綸 與
TAKUYA是在日本音樂祭典
「a-nation」共同演出相識，
也因 TAKUYA 關係才邀到
Mitz Mangrove跨刀。談到這
次合作，炎亞綸表示，這首歌
是非常好的突破和嘗試，特地
飛到日本錄音及拍攝MV，企
劃團隊也在服裝造型下足功
夫，將炎亞綸打造成日系美型
男。

韓國組合JYJ成員金在中將於周二（31日）
以不對外公開的方式悄悄入伍服兵役，他的
隊友朴有天表示：「在中入伍那天，我會盡
量調整行程去送在中入伍。」
金在中前日在JYJ的官方社交網站Facebook

發文表示：「各位，周六見」，並上傳了自
己為今、明兩日舉辦的演唱會做準備的照
片。金在中的個人演唱會在首爾高麗大學體
育館舉辦。工作人員表示，金在中演唱會的門票在首次開票後5分鐘內就售
完了。由於很多粉絲沒能搶到演唱會門票，主辦方還追加了一些門票。隊
友朴有天前日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在中入伍前，他們一定會聚一次，雖
然朴有天現已開始拍攝電視劇，但在中入伍當日，他會盡量調整行程送在
中。 ■文：Kat

金在中將入伍

朴有天送行

現身商場為見面會造勢

任時完風騷聞歌起舞
香港文匯報訊 復活節

將至，apm商場特別於昨
晚邀請去年演出人氣韓劇
《未生》走紅的韓國著名
九人男子組合「ZE:A」
（帝國之子）成員任時完
到港，進行「apm×任時
完亞洲粉絲見面會巡演香
港站新聞發布會」。任時
完昨日來港率先到商場會粉絲造勢，今晚假九展舉行粉絲見面會。任時完於
活動上大談最難忘的復活節，又表示香港的粉絲充滿熱情。任時完又與粉絲
玩遊戲作近距離接觸，當他搭粉絲膊頭時即引來粉絲高聲尖叫，有粉絲作狀
彈結他唱出帝國之子的歌曲，任時完隨即聞歌起舞，又即席要求粉絲多唱幾
句。任時完透露特別為了今次見面會而背中文歌詞，又表示中文好難。
任時完2012年演出《擁抱太陽的月亮》中飾演許炎的少年版，同年以劇

集《Stand By》奪得MBC演藝大賞情境喜劇類新人獎，2014年以《正義辯
護人》榮獲第9屆Max Movie最佳電影賞最佳男新人獎，演技備受肯定。他
將於新片扮演上世紀50年代韓戰的軍人，問到佢可要操弗身材？任時完表示
暫時未知，但亦會為角色作好準備。

Katy Perry被愛犬搶鏡

炎亞綸日文歌登公信榜創紀錄 ■韓國男神李敏鎬前日現身天津，參加其
代言的某電動車品牌新品發布會。中新社
■有傳懷孕五個月的日本女星廣末涼子已
準備停工養胎，有報道指她打算產後退出
演藝界，專心當家庭主婦。
■英國男歌手Ed Sheeran日前接受訪問
時自爆自己現在單身，意味着已與女友
Athina Andrelos分手，另外他早前於澳洲
舉行演唱會時，特地抽空為一對新人擔任
神秘表演嘉賓，為他們送上驚喜。
■現年45歲的「籮霸」珍妮花洛庇絲
（Jennifer Lopez）去年4月與27歲的舞
蹈員Casper Smart分手，近日籮霸被拍
到與Casper公然咀嘴，二人似乎愛火重
燃。
■英倫人氣偶像組合 One Direction
（1D）成員Zayn Malik日前宣布離隊，超
過200名成年粉絲因為心情欠佳向公司老
闆請事假。

與 YG、 SM 及 JYP
三大娛樂公司齊名的
FNC Entertainment，
將於五月來港舉行家族
演唱會。FNC 旗下頂
尖藝人總動員出動，包
括 人 氣 樂 隊
FTISLAND、韓國樂隊
CNBLUE、甜美唱作女
聲 JUNIEL、跳唱女子
組合AOA及新晉組合N.Flying。FNC家族演唱會將於五月十六日及十七日
（星期六、日）晚上假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 ■文：Kat

FNC家族總動員抵港獻唱

娛聞雜碎

■Katy Perry抱愛犬現身
放映會。 美聯社 ■李敏鎬

■莉絲上載與丈夫的恩愛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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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ney
的無名指上戴上鑽戒。 網上圖片

■ 炎 亞 綸 以 英 文 名
「Aaron」在日本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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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在中為演唱會作準備。
網上圖片

■任時完與粉絲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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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跳舞上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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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tney 與男
友傳出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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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lie Simon於
台上吹中國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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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lie Simon
把玩左臂上疑似
打碟裝置的首
飾。 陳敏娜攝

Britney與Charlie Ebersol拍
拖半年以來，經常一家四

口聚在一起享受天倫樂，二人
的感情似乎相當穩定，而
Charlie亦與Britney兩名兒子
Sean Preston 及 Jayden James

相處融洽。前日，Britney孖男友及兩名
兒子到夏威夷度假，穿上藍色比堅尼的
Britney被傳媒拍到全程笑容滿面，心情
似乎甚佳，她除了大騷身材外，其無名
指上更被發現戴上鑽戒，因而傳出她與
男友已訂婚。據報指，Britney當時拿着
書本及太陽油等物品到沙灘會合
Charlie，而兩名兒子正在沙灘嬉戲。其

後，Britney亦於其照

片分享網站Instagram上載了一張與兒子
齊齊拿着水泡的合照，其無名指上亦隱
約看到已戴上鑽戒，而她的兒子則看着
媽媽裝鬼臉，非常可愛。

盼多生一女
其實，Britney雖然曾經歷兩次離婚，

但她最近接受雜誌《People》訪問時表示
自己仍對婚姻有憧憬，又「放風」表示
自己願意再婚，更希望可以再生一位女
兒，她坦言：「我相信童話。」她又
指：「我希望可以再多生一名小孩，雖
然現在有兩名兒子，我已感到很滿足，
但如果可以多一個迷你版的自己，應該
會很有趣。」
此外，英國人氣劇集《新福爾摩斯》
（Sherlock）男星Benedict Cumberbatch
早前被爆出與Sophie Hunter於情人節當

日在英國南部懷特島低調舉行婚禮，幸
福人妻Sophie的婚紗照亦於日前曝光，
她的婚紗是出自意大利名牌Valentino，
並由設計師度身訂造，美艷動人！ 另
外，金像影后莉絲韋特絲潘（Reese
Witherspoon）前日與丈夫 Jim Toth
結婚 4 周年紀念，她特別於其
Instagram上載了一張二人的幸福
合照，並留下愛的宣言：「4
年前，我跟這位來自匹茲堡
的出色男人結婚，他令我
每日都笑得開懷，令我
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幸運
的女人，希望往後會有
更多個周年紀念。」
非常甜蜜。■文：K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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