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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擊拉登行動》
（Zero Dark Thirty） 女
星謝茜嘉謝西婷（Jessica
Chastain）最近與男友花
510萬美元於紐約曼克頓
築下愛巢，然而該大廈卻
驚傳鬧鬼！據報指，一名
已於該大廈居住了一段長時間的女鄰居向傳媒爆料指自己曾請
驅魔人驅邪治鬼，她又指：「我跟老公在走廊聊天時，廁所突
然自動沖廁。」她懷疑該鬼魂是前租客著名女中音Johanna
Gadski，Johanna Gadski於1932年一場車禍中喪生。另一名鄰
居亦表示與丈夫搬來後首個晚上便聽到巨響，隨即把他們驚
醒，而謝茜嘉尚未就居所鬧鬼一事作任何回應。
另外，荷里活巨星佐治古尼（George Clooney）於去年9月脫
離鑽石王老五行列，與律師Amal Alamuddin成婚，二人婚後居
於意大利科莫湖（Lake Como）別墅，有指佐治為了確保自己
一家所住的範圍有充分的私隱，避免遊客及粉絲於他們的別墅
附近逗留，佐治特別申請了禁制令。科莫湖當地市長最近貼出
公告，內容指出凡未經同意者若踏入該處私人範圍，將會被罰
款600元。 ■文：Kat

迪士尼電影《仙履奇緣》（Cinderella）女主角莉莉
詹絲（Lily James）偕導演Kenneth Branagh 現身日
本，為電影宣傳。莉莉於前日抵達當地機場後，即笑晒
為在場接機的粉絲簽名及拍照，態度親民。莉莉昨日與
Kenneth齊齊出席電影記者會，以連身短裙現身的莉莉
大騷白滑長腿，謀殺傳媒不少菲林。席間，她獲大會送
上一個灰姑娘造型的巨形生日蛋糕，為她補祝其於4月
5日的26歲生日，她看到蛋糕時即驚喜得O嘴，又自拍
心口表現驚訝。 ■文：Kat

近日有網民於微博上貼了一系列
日本男星小栗旬的廣告照片，照片
中的小栗旬大玩cosplay，造型百
變，除了身穿黑色斗篷化身吸血鬼
外，更有一張他戴起了長假髮，身
穿連衣裙扮女人的照片，造型相當
驚艷。此外，小栗旬及生田斗真合
演的新劇《無間雙龍》於上月20日
舉行了一個長達8小時的盛大慶功

宴，有日本傳媒報道了慶功宴實況。生田斗真於慶功宴上感性地
道：「在我的30年人生路上，今天是最幸福的一天。」在場嘉賓
看完劇集大結局後亦拍爛手掌。 ■文：Kat

美國樂壇一姐Katy Perry最
近忙於舉行其「The Prismatic
World Tour」巡迴演唱會，而
近日她落實女子DJ組合The
Dolls （Mia Moretti 和
Margot）將擔任她於5月1日
及2日連續兩場在澳門舉行的
演唱會特別嘉賓。據悉，The
Dolls亦會在Katy Perry巡唱會
的東京、馬尼拉、雅加達、新
加坡及曼谷站進行開場演出。

■文：Kat

■韓星李承鉉與太太戚薇近日攜
愛女現身北京首都機場，這是夫妻
二人自美國生女後首次回國，李承
鉉全程將女兒擁入懷中，時而溫柔
親吻額頭，畫面溫馨有愛。

■韓國組合JYJ成員金俊秀參演
音樂劇《死亡筆記》飾演L，預告
片近日出爐，以L造型現身的金俊
秀，其頭髮並未染回黑色。

■日本偶像組合SMAP成員木村
拓哉前日現身東京出席最新日劇
《I'M HOME》的記者會，由於他
過往都是與富士電視台及TBS電視台合作，今次首度與朝日電
視台合作，他指自己好像一名「轉校生」，又形容工作人員和
同劇演員為「新夥伴」和「新同學」，坦言在全新的環境拍劇
感到有點緊張。

■荷里活型男羅拔柏迪臣（Robert Pattinson）與新晉英國
女歌手FKA Twigs訂婚的傳聞鬧得熱烘烘，有消息指羅拔的舊
愛「吸血女」姬絲汀史超域（Kristen Stewart）懶理二人訂婚
傳聞，又指姬絲汀已經完全放下羅拔，並沒有關心過對方的最
新動向。
■奧斯卡影后桂莉芙柏德露（Gwyneth Paltrow）自與英國

搖滾班霸Coldplay主音Chris Martin離婚後，感情生活一直
未有着落，她近日被拍得與美劇《吉列合唱團》（Glee）創作
人 Brad Falchuk 雙雙離開荷里活影星羅拔唐尼（Robert
Downey Jr.）50歲的生日派對，Brad更輕攬桂莉芙纖腰，態
度親暱。

身穿紫色印花歌衫的AAA以《Party It
Up》揭開個唱序幕，接連唱出

《Love Is In The Air》、《Shout And
Shake》等多首大熱作。勁歌熱舞後，宇
野用廣東話問：「大家熱不熱？我哋好
熱。」日高還作狀扮除下西裝外套。他們
又用廣東話介紹自己，西島向歌迷請教如
何講自己的名字，末吉則撒嬌叫歌迷救

他，教他講，還賣口乖高呼「我愛你」。
即使他們發音不標準，歌迷亦非常受落。

浦田太興奮甩嘴
及後，唱到《MUSICHI》時，日高表示

有禮物送給歌迷，七人邊唱邊拋簽名波下
台，當中日高最識做，拋波前必定吻波一
下。而唱《V.O.L》前，他們教歌迷跳
舞，唱歌時，他們亦不時指揮歌迷跟着
跳，浦田興奮過度唱甩嘴，他與西島互
望，雙方都忍不住笑。
安哥時，他們見到歌迷高舉「香港愛

AAA」的手幅，非常感動，除數度感謝歌
迷外，還要拍照留念。當歌迷推前爭位
時，末吉很擔心，叫大家不要推。他們讚
港迷最棒，日高還用廣東話說：「今
（前）日好開心。」最後，他們以
《Wake Up！》結束個唱。完騷後，他們
舉行擊掌會，與歌迷近距離接觸。與、浦
田等更在Twitter發文感謝港迷，伊藤更用
中文表示謝意，稱很幸福。

西島被爆怕寂寞
此外，他們開騷前，特意抽空接受傳媒

訪問，稱港騷門票火速售罄，感謝歌迷的
支持，今後會繼續努力。因回國後要準備
Arena巡唱，短時間內難以再度來港開
騷。問到首次赴外地開騷，有甚麼必需品
一定要帶？他們均表示要帶轉插頭；宇野
則帶了護膚用品；日高笑稱準備了6個杯
麵，似乎自己食，無隊友份；伊藤則自爆
帶了麵豉湯，其他隊友聽後也大吃一驚。
成軍10年依然人氣不減，AAA謂可能

因是男女組合，表演更多元化。而當他
們遇到意見分歧時，都會大家一齊商
量，找出中間的平衡點，亦不會因男女
有別而經常有意見不合的情況。問到會
否用猜拳的方式去解決時，他們反應極
大，搖頭表示不會。最後，他們表示大家
感情很好，平時會輪流搞氣氛，不過，浦
田和與踢爆西島最怕寂寞，要多些照顧
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敏娜）由浦田直也、西島隆

弘、與真司郎、末吉秀太、日高光啟、宇野實彩子、伊藤

千晃五男二女組成的日本跳舞組合AAA前晚假九展Music

Zone舉行首個香港演唱會，全場爆滿。他們熱唱14首

歌，並以半鹹淡廣東話與歌迷交流，誠意十足。開騷前，

日高和伊藤更在訪問中自爆帶了杯麵及麵豉湯旁身，令隊

友非常驚訝。

韓國人氣組合EXO前晚舉行直播節目
《EXOCAST #ONAIR》 ， 宣 傳新碟
《EXODUS》，可惜LAY因身在中國拍
電影，TAO則因腳部受傷要休養，雙雙未
能出席。
當晚，由同門師兄Super Junior的圭賢
擔任主持。圭賢表示首次做這類型節目的
主持，非常緊張，而且EXO人氣勁，怕
做得不好被他們的粉絲責怪。席間，他不
時爆EXO內幕，先是踢爆隊長SUHO一
直夢想做SM理事。SUHO笑言：「只是我個人的慾望。」不過，圭賢亦讚SUHO英
文勁，早前他們一齊去印度時，SUHO的英文水準與當地人差不多。另外，談到新碟
掀起搶購潮，燦烈自爆買了4000張專輯分送朋友，出錢出力幫EXO宣傳。

■文：M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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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踢爆想做SM理事

美國鄉謠小天后Taylor Swift與新西蘭小才女
Lorde一直情同姊妹，但早前有傳二人因為合作新
歌而鬧不和，據報指Taylor邀請Lorde一同合唱，
但二人因聲線問題而出現意見分歧，Taylor提議二
人可以用二重唱的方式錄製新歌，但Lorde認為二
人的聲線完全不同，難以夾在一起，Taylor對此感
到失望。有報道指二人因此而鬧大交，更大打出

手。Taylor前日
於其社交網站
Twitter 留 言 否
認二人打交，而
Lorde 即時轉發
Taylor的留言，
不和傳聞不攻自
破。 ■文：K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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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鉉

■ Taylor（左）與 Lorde 向來情同姊妹。
網上圖片

■謝茜嘉謝西婷與男友所住的大
廈鬧鬼。 資料圖片

■佐治古尼（左）禁
止外人踏入他與愛妻
Amal（右）的豪宅。

資料圖片

■SUHO笑稱是個人慾望。 網上圖片

■■莉莉詹絲獲大會送上灰姑莉莉詹絲獲大會送上灰姑
娘造型的生日蛋糕娘造型的生日蛋糕，，當堂驚當堂驚
喜到喜到OO嘴嘴。。 法新社法新社

■AAA熱唱14首歌。

■AAA開騷前暢談訪港心情。
陳敏娜攝

■與真司郎上載與歌迷擊掌
的照片。 網上圖片

■AAA與歌迷大
合照。

AAA

■伊藤千
晃用中文
表 示 謝
意。
網上圖片

小栗旬扮女人驚艷

Katy Perry邀The Dolls任嘉賓

■Katy Perry將於5月1日
及2日在澳門開騷。

■小栗旬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