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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日本及韓國娛樂圈這兩天可算是喜
事重重，Justin Timberlake和謝茜嘉及韓

國女子組合S.E.S.前成員柳真和丈夫奇太映先
後當爸媽，而現年29歲的日本女星上戶彩亦宣
布懷有丈夫骨肉，認真可喜可賀！

粉絲送祝福
向來是影壇模範夫妻的Justin與謝茜嘉比爾榮
升父母，二人透過發言人向《People》雜誌宣布
謝茜嘉已於周六早上誕下男嬰，並取名為「Silas
Randall Timberlake」。據悉，「Randall」是
Justin及其父親亦有使用的名字，故兒子亦會沿
用這個名字。Justin的發言人更以「欣喜若狂」
來形容他首次當爸的心情，同時又盼外界能給二
人多點私人空間。據悉，謝茜嘉與兒子目前的身
體狀況良好，許多粉絲得悉喜訊後紛紛到Justin

的社交網站為二人送上祝福。Justin的母親Lynn
亦於社交網站留言表達喜悅。

柳真誕女感幸福
韓國方面，柳真和
奇太映自2011年7月
結婚後，柳真於去年
10月宣布懷孕，及後
她就專心養胎。昨
日，韓國傳媒報道，
柳真已於上星期於關
島順利誕下女嬰，母
女平安，而奇太映就

全程在旁守護妻女，剛榮升父母的二人表示非
常高興及感到很幸福。柳真目前待在關島娘家
作產後調理，預計一個月後與丈夫一同返韓。

上戶彩如願造人成功
另一邊廂，上戶彩與

HIRO結婚2年多，日前終
於有好消息傳出！有日本傳
媒指上戶彩已懷孕3個月，
而昨日上戶彩本人透過個人
網站宣布自己已經懷孕的喜
訊，將為人母，曾坦言希望

在30歲前生B的上戶彩如今可算是得償所願。她
表示，自己受上天賜予了新的寶貴生命。將一邊
工作，一邊準備生小孩，內心充滿感激，她又指
今後會繼續努力，請大家繼續給予溫馨關照。
上戶彩目前與日本偶像組合SMAP成員木村

拓哉合作主演春季日劇《I'm Home》，據悉，
她事先沒將懷孕消息向劇組人員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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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又形容首次當

爸的 Justin 現在超開

心，又盼外界能給予

一對新手父母多些私

人空間。

荷里活型男羅拔柏迪臣
（Robert Pattinson）與新晉
英國女歌手FKA Twigs最近盛
傳訂婚，Twigs 前日現身加
州，為Coachella音樂節擔任
表演嘉賓。羅拔被拍到低調偕

樂壇天后好友 Katy Perry 現 身會場撐
Twigs，戴上灰色冷帽的羅拔表現Cool爆。
另外，荷里活巨星阿諾舒華辛力加

（Arnold Schwarzenegger）現年21歲的囝
囝Patrick亦與大班朋友現身音樂節狂歡，其
女友、美國出位小天后Miley Cyrus未有隨
行。真人騷女星Kendall Jenner也有現身，
穿上跌膊露腰裝的她非常性感。 ■文：Kat

日本四人女子樂隊Silent Siren剛
完成了香港及台灣3天的宣傳之旅，
她們此行走遍了香港及台灣多個景
點，又吃了不少美食，讓四位少女大
呼過癮。Silent Siren將於7月19日
（星期日）假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Music Zone 舉行 Silent Siren Live
Tour 2015 香港場，門票於今天早上
10點於TixEasy Ticketing售票網公
開發售！Silent Siren亦很期待7月會
香港歌迷。 ■文：Kat

娛 聞 雜 碎
■美國老牌女星Betty White前日現身加州出席美國電
視行業大獎頒獎禮，她獲頒傳奇大獎。 法新社

■荷里活男星尊尼特普（Johnny Depp）與安伯赫德
（Amber Heard）被揭於今年二月在巴哈馬私人小島沙
灘舉行婚禮，二人新婚僅兩個月即傳婚變，有指尊尼婚
後因未有兌現戒酒及戒蒲的承諾，令安伯感到死心。

■澳洲男星曉治積曼（Hugh Jackman）日前於社交網站上載一張與老婆
頭貼頭的照片，慶祝二人結婚19周年。

■日本組合AKB48前成員板野友美前日現身北京參與第三屆音悅V榜年
度盛典，並獲頒日本年度突破藝人獎，她表示很開心可以到北京，又
感激粉絲支持。

■日本女星米倉涼子自傳出婚變後一直未有回應事件，前日她低調赴美
國準備出席稍後舉行的電影《復仇者聯盟 2：奧創紀元》
（Avengers：Age of Ultron）首映禮。

■現年27歲的日本超人氣索模佐佐木希最近盛傳搭上42歲諧星渡部建，
有指二人經常撐枱腳，而且聊天時雙方常有身體接觸，儼如一對熱戀
中的情侶。

■韓國清談節目《演藝家中介》昨日公開演藝界夫婦韓國房地產排行
榜，結果由張東健與太太高素榮居榜首，他們分別擁有價值134億韓
圜及103億韓圜物業。

FKA Twigs獲羅拔低調撐場

Silent Siren期待7月會港迷

首當爸超開心首當爸超開心 ■FKA Twigs 擔任表演
嘉賓。 美聯社

■Silent Siren

昨晚出席的嘉賓有蔡楓
華、黎燕珊、李龍

基、黎文卓、亞洲電視執行
董事葉家寶及亞洲會會長魏
秋樺等，並由張家瑩及馮家
俊擔任大會司儀。當晚並揭
曉十部得獎經典劇集，包括
有《浣花洗劍錄》、《浮生
六劫》、《大內群英》、

《上海風雲之爭雄歲月》、《大地恩情》、《甜甜
廿四味》、《鱷魚淚》、《碧血青天楊家將》、
《IQ成熟時》及《青春三重奏》，現場並播放經典
劇集片段，而十首經典金曲分別是《浣花洗劍
錄》、《戲劇人生》、《甜甜廿四味》、《天蠶
變》、《鱷魚淚》、《人在旅途灑淚時》、《夢裡
是誰》、《假如真的再有約會》、《我和春天有個
約會》及《IQ成熟時》。
蔡楓華（Ken）表示自己也是fans通知才知有這

個選舉，而他主演及主唱的《IQ成熟時》更是十首
經典金曲之一，所以亞視邀請他出席。除了唱出得
獎歌外，阿Ken又會唱《青春三重奏》。他表示已
多年沒返亞視，因為以前幫過亞視，所以這次回來
很有意義及帶給他很多回憶，他懷緬道：「當年唱

歌又做男主角，自己紅的時候都係在亞視，自己唔
係恨攞獎，都好多年無攞，所以心情好好。」
他不諱言這次只象徵式收取車馬費，沒有想可

有報酬，主要是他仍有個心。問到他現時忙甚
麼？他一臉得意的笑說：「而家忙緊搞演唱會，
年年都搞，大中小、內地外地都有，大家放心，
會搞三十幾場騷，唱Solo，唔同人哋唱雜錦。」
一直希望在紅館開個唱的他，被問到會否入紙紅
館申請？他賣關子說：「唔講得住，落實咗有消
息通知大家。」

黎燕珊希望亞姐搞落去
亞視出身的黎燕珊，昨晚為了出席節目特別推了

內地工作，損失五位數收入，珊姐表示無亞視就沒
有她，同時亦是對留守到最後一刻的員工表示支
持。她又感慨的說：「亞視台又唔喺度，亞姐選舉
又無，好可惜，希望亞姐可以繼續承傳落去，自己
幫到幾多就幾多。」
亞洲會會長魏秋樺，表示亞洲會今次出了幾十

萬元，而個會的錢以幫助亞視為主，不知道能幫多
久，幫到就幫。至於亞視現況，她表示心情忐忑不
安，每次返到總台見到棟建築物就好唏噓及對員工
很不捨。亞洲電視執行董事葉家寶表示昨晚節目的

製作費成本只是三、四萬元，因有亞洲會冠名贊
助。他又很多謝嘉賓們義務出席。
他又稱舉辦這個節目是去年出席一個音樂性節目

時，被蔡楓華一番話靈機一觸，他說：「蔡楓華同
我講話歲月流聲台搞咗個『十大不可不聽金曲』投
票，問我點解唔搞個頒獎禮，如果搞佢一定支持，
所以就搞這活動。」
談到朱慧珊及多位亞視藝員將於星期二召開訴求

大會，希望歸納藝人意見，及想知道公司未來去
向。葉家寶表示當日他亦會出席聽取藝人意見。他
重申公司立場是以保障每一個員工為先，而據他所
知有朋友正與投資者及股東協商，看看會否有朋友
注資讓亞視運作下去。葉家寶又保證亞視之後會有
糧出以及有新節製作。」
曾效力亞視的黎文卓，自言是不收分文出席活

動，他也希望有「白武士」出現打救亞視。計仔
多多的他又為亞視獻計，指亞視有很多搵錢方
法，因亞視有很多資產及大廠房可對外出租，而
香港最缺乏就是無地方演出，又可以搞影視製作
學校，又或者可以像以前的《歡樂今宵》每晚搞
騷。他覺得就算亞視一年後失去了牌照都可以生
存，因電視台不一定要大氣電波，就像王維基開
個網台都得。

■■Justin TimberlakeJustin Timberlake與謝茜與謝茜
嘉比爾首當爸媽嘉比爾首當爸媽。。 法新社法新社

柳真柳真奇太映奇太映

■上戶彩
網上圖片

蔡楓華感恩亞視 有心出力

黎文卓獻計
租廠房搞製作學校求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梁靜儀）《ATV
歲月如歌大賞》昨晚假亞視大埔總台舉行，當晚
除揭曉十部經典劇集及十首經典金曲外，同時並
頒發「ATV光輝成就獎」，得獎人是資深演員梁
天、「ATV我最喜愛金曲男、女歌手」分別由李
龍基及袁麗嫦奪得、而「ATV至尊作曲家」及
「ATV至尊作詞家」分別由黎小田及盧國沾奪
得。黎文卓指亞視可搞影視製作學校尋出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蔣志光、韋綺珊、湯寶如
（湯記）、關楚耀（Kelvin）、
葉振棠及文佩玲等，前晚在電視
城為汪明荃及鄭少秋主持的
《Sunday靚聲王》進行錄影，
當晚蔣志光與韋綺珊合唱經典歌
《相逢何必曾相識》，而湯記與
Kelvin則合唱《感冒》。

蔣志光與韋綺珊自劇集《老
表，你好hea！》中合唱後人氣急

升，登台騷接過不停，又有歌迷為他們做fan page，報道他們的
最新消息。問到除了登台之外，他們還有甚麼新合作大計？蔣志光
坦言暫時未有，但韋綺珊永遠都是他最好的拍檔。問到他們的出騷
價是否很可觀？韋綺珊表示是合理價，蔣志光則笑言不看騷價，最
重要是做得開心。

面對一班前輩，Kelvin毫不緊張，相反湯記就覺緊張，因她
當晚分別要與老中青三代歌手合唱。Kelvin表示這兩年好想跟
一些曾與父親（爸爸關維麟是昔日是寶麗金唱片高層）合作過
的歌手crossover。他謂之前去澳門看寶麗金紀念騷，覺得最辣
就是湯記，她自由自在又熱情奔放，連高跟鞋也脫掉，所以這
次能與湯記合作，自己也期待已久。湯記就解釋脫掉鞋子是迫
不得已，因當時腳抽筋，而之後還要唱兩首歌。湯記又稱知道
Kelvin父親大有來頭，但以前很少見他。她又大讚Kelvin為人
不錯，歌也唱得很好。

香港文匯報訊 《任藝笙輝念濃情》大銀幕試
映會，前日下午三時半於銅鑼灣一戲院舉行。新
娛國際負責人丘亞葵(Vigo) ，在《任藝笙輝念濃
情》中與龍劍笙（刨姐）合作演出的李沛妍與鄭
雅琪，及於今年十二月有份參加演出全本《紫釵
記》的文華，均有出席觀片。
雖然下着滂沱大雨，但無減戲迷熱情，距開映
前兩小時，已有大批戲迷在戲院院門排隊等候入
場，氣氛非常熱烈。觀看完《任藝笙輝念濃情》
精華試映版，重睹當中片段，李沛妍及鄭雅琪均
表示難忘受教過程，刨姐對他們諄諄善誘，於藝
術上耐心相授，令她們永誌不忘。戲迷們非常激
動，除大讚精彩之外，更向Vigo提出，希望能在
戲院播映三小時足本，因為，放在大銀幕播放的
感覺實在太震撼。Vigo表示︰「如果解決到戲院
上映檔期問題，也會考慮在戲院上演足本，令觀
眾感受最佳效果。」遠在加拿大溫哥華的刨姐，
對今次大銀幕試映會的反應很關心，知道戲迷喜
歡，她也覺得非常開心。

關楚耀讚湯記熱情又奔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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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VATV歲月如歌大賞歲月如歌大賞》》出席者包出席者包
括括：：葉家寶葉家寶（（左五左五）、）、趙汝強趙汝強、、魏魏
秋樺秋樺、、李龍基李龍基、、蘇如紅蘇如紅、、李影李影、、梁梁
天天、、黎文卓黎文卓、、劉緯民等劉緯民等。。

■■蔡楓華的蔡楓華的《《IQIQ 成熟成熟
時時》》入選經典金曲入選經典金曲。。

■大會向黎小田（中）及盧國沾
（右）頒發「ATV至尊作曲家」及
「ATV至尊作詞家」獎。

■■袁麗嫦袁麗嫦

■■刨姐於舞台上與鄭雅琪刨姐於舞台上與鄭雅琪((左一左一))、、李沛李沛
妍妍((右二右二))及文華及文華((右一右一))合演合演《《紫釵記紫釵記》。》。

■湯寶如與關楚耀前晚合唱
《感冒》。

Betty WhiteBetty White

■■Kendall JennerKendall Jenner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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