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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外國傳媒爆料指年紀輕輕的Miley豪花4百
萬美元於洛杉磯買豪宅。據悉，豪宅於1954年

落成，有7間睡房及6間浴室，除了擁有私家泳池
外，亦內藏一個可存放一千支酒的酒窖，認真奢華。
另外，有指美國天后Britney Spears及「籮霸」珍妮
花洛庇絲（Jennifer Lopez）亦是居於該地段。

成立慈善基金
此外，Miley被指與拍拖五個月的荷里活巨星阿諾

舒華辛力加（Arnold Schwarzenegger）現年21歲的
囝囝Patrick分手，然而「甩拖」後的她生活似乎仍
然精彩。早前，她於一派對上與數名男女友人咀嘴，
照片曝光後一度令外界質疑她的性取向。她早前接受
傳媒訪問時曾表示自己不會受性別限制做任何事，她

希望用自己的影響力去令大眾關注被社會
忽略的一群。日前，她出席Met Ball後，於
其Instagram上載了一張手抱豬仔的照片，
並宣布成立「Happy Hippie Foundation」
慈善基金，旨在宣揚親同性戀及對抗青少
年無家可歸的現象，她表示：「我不只是
希望你可以做自己，同時我也告訴自己：
我要做自己。」
另外，韓國人氣組合EXO前中國籍成員

吳亦凡（Kris）亦有受邀出席Met Ball，他
當日身穿禮服優雅亮相，當他現身紅地毯時，隨即引
來尖叫與歡呼。據悉，今年的Met Ball首次出現中國
內地男藝人，Kris不僅是唯一獲邀的「90後」華裔男
星，也是Met Ball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華人嘉賓，年僅
24歲，刷新了紀錄。

小Justin讚Selena索
Met Ball的另一焦點則落在屢傳分手又復合的加拿

大小天王Justin Bieber（小Justin）及美國青春女歌手
Selena Gomez身上，二人雖然前後腳現身紅地毯，
卻未有機會碰面，當小Justin被追問覺得Selena的打
扮如何，小Justin即謂：「Selena今晚索到暈！」隔
空冧女方。至於被網民嘲笑疑似披了「Pizza」上身
的美國性感女歌手Rihanna，其身穿的金黃色長袍戰
衣原來花了整整兩年時間製做，最終卻慘遭網民惡
搞。 ■文：Kat

美國真人騷女星Kim Kardashian
日前現身紐約為其推出的新書
《Selfish》舉行簽名會，新書以逾
400頁自拍照結集而成，內有不少
性感照片，大受粉絲歡迎。據悉，
有粉絲為索偶像簽名，更於會場外
排通宵。然而，Kim為免因為與粉
絲自拍影響排隊時間，遂禁止粉絲
於簽書會舉行期間與她自拍，令粉
絲大為無癮。 ■文：Kat

韓國男星李秉憲又有新作！昨日其經理人公司表
示他已落實出演新版西片《The Magnificent
Seven》，飾演一名叫作 Billy Rocks 的人物。
《The Magnificent Seven》原是1960年的西部電
影，講述土匪侵擾鄉民，鄉民於是集資聘請7名鑣
客對付土匪，而新版則改為一名男爵接掌一個採礦
小鎮的故事。新版除了李秉憲外，伊芬鶴基(Ethan
Hawke)、丹素華盛頓(Denzel Washington)、Chris
Pratt、Jason Momoa等男星亦已落實加盟，並暫訂
2017年1月上映。自2009年《義勇群英之毒蛇風
暴》後，李秉憲已先後演出了《義勇群英之毒蛇反
擊戰》、《猛火爆2》和《未來戰士：創世智能》3
部荷里活大製作，今次再接演《The Magnificent
Seven》，可見他在荷里活的地位愈見鞏固。

■文：Mana

加拿大甜心女歌手Carly
Rae Jepsen上周旋風訪港，
僅逗留一天即飛往北京及上
海參與演出。訪港期間，她
除接受傳媒訪問外，亦與本
地男新人Yan Ting交流音樂
心得。其間，Yan Ting代表
唱片公司送上蘋果紅色電話
造型的手機外殼予Carly，令
她非常開心。她大讚手機外
殼可愛，還即時與Yan Ting

扮打電話合照。Yan Ting讚
Carly雖然人氣盛，但毫無架
子，而其正面樂觀的態度亦
非常值得學習。他又表示自
己偏愛加拿大女歌手，中學
年代愛聽 Avril Lavigne 及
Alanis Morissette的歌曲，雖
然加拿大歌手名氣不及英
美，但均是實力派，未來亦
希望多與外國音樂人見面及
交流。 ■文：Mana

出位小天后與出位小天后與「「籮霸籮霸」」做鄰居做鄰居

美國出位小天后Miley Cyrus日前以一襲開窿

貼身長裙出席有「時裝界奧斯卡」之稱的紐約大

都市藝術博物館年度慈善舞會（Met Ball）， 隨後，她於社交網站宣布成立

「Happy Hippie Foundation」慈善基金，目的為支持同性戀社群及對抗青少

年無家者現象，傳揚大愛精神。Miley近日又被傳媒爆料指她豪花4百萬美元

（約3,100萬港元）於洛杉磯買豪宅，22歲的她果真吸金力驚人！

Marvel 超 級 英 雄 電 影
《復仇者聯盟 2：奧創紀
元》（Avengers：Age of
Ultron）票房橫掃全球，
Marvel 監製 Kevin Feige
日前透露英國男星馬田費曼
（Martin Freeman）將加
入 《 美 國 隊 長 3》
（Captain America：
Civil War）。
現年43歲的馬田費曼曾

參演《哈比人》（The Hobbit）三部曲，也曾與英國男星班尼狄甘巴貝治
（Benedict Cumberbatch）於人氣英劇《新福爾摩斯》中合作。然而，目前
還未確定馬田會於《美國隊長3》中扮演什麼角色，電影預計明年5月上映。
Kevin Feige表示：「馬田戲路很廣，能同時駕馭劇情片和喜劇片，讓我們印象
深刻。」 ■文：Kat

馬田費曼參演
《美國隊長3》

李秉憲又演西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敏娜）韓
國人氣組合EXO的隊長SUHO與
隊友世勛昨日結伴來港，出席在
旺角舉行的時裝品牌韓風專區揭
幕活動，吸引超過千名粉絲圍
觀，當中不乏身着校服的學生妹。
席間，二人和粉絲合力幫公仔換衣
服，可能換的是女裝，世勛手忙腳亂，
好一陣子才弄好。
有別於其他韓星愛遲到出場，身穿黑色勁裝
的SUHO和世勛準時現身，讓粉絲不用呆等。
他們從扶手電梯下來時，現場已歡呼聲雷動。
他們以韓文打招呼，SUHO直言：「很開心來
到香港，見到大家，不如一陣大家一齊shop-
ping？」問到二人喜歡哪種打扮？SUHO表示
喜歡簡單利落的造型；世勛指現在是夏天，想
打扮得有清爽涼快的感覺。

露面僅10分鐘
及後，大會安排4位女模特兒上台，問他們
喜歡哪位模特兒的造型？SUHO指有位造型閃

令令，蠻搶眼；世勛則喜歡可愛、衣服上有可
愛圖案的女生。大會又把二人分組，各與一名
女粉絲幫公仔設計造型，SUHO快速地完成任
務，世勛卻有點搞不清楚衣服的穿法，慢了一
兩分鐘才完成。他們頒發禮物及合照時，非常
錫身，除握手之外，只有世勛搭着女粉絲肩膀
合照。他們僅現身10分鐘就離去，晚上則去了
銅鑼灣吃飯，並於今日乘機返韓。

EXO港活動吸過千人圍觀
世勛手忙腳亂幫公仔換衫

艾斯頓吉查重建兒時居所送母親

Yan Ting欣賞態度正面
Carly無架子獲讚

美國男星艾斯頓吉查（Ashton Kutcher）趁
着母親節即將來臨，特地為母親Diane送上驚
喜！他早前特地連同繼父Mark前往美國愛荷華
州重建其兒時居住過的居所，並將整個重建過
程公開，送給母親，藉此向她致敬。他表示：
「每個人一生中總會擁有自己的家，我們翻新
的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家。」他又指今次的計
劃對他而言很重要：「這是我向母親表達謝意
的方法，她對我的影響很大，家人為我犧牲了
很多。」 ■文：Kat

■「色慾女」莎拉謝茜
嘉 柏 加 （Sarah
Jessica Parker）日前
現身電影《Gardeners
Of Eden》特別放映
會，並與電視劇《色慾
都市》（Sex and the City）拍檔姬絲汀
戴維斯（Kristin Davis）喜相逢。法新社
■法國女星茱麗葉庇洛仙（Juliette
Binoche）將參演中國投資的傳記片
《Pearl》，並於片中扮演諾貝爾文學獎
得主、美國女作家Pearl S. Buck。
■美國鄉謠小天后Taylor Swift前晚於東
京巨蛋開騷，獲52,000名樂迷捧場，又
用日文向粉絲打招呼。
■日本女星堀北真希日前為舞台劇《咆
哮山莊》綵排，她受訪時表示將來的結
婚對象名譽地位都不重要，只要真心喜
歡就足夠。
■日本女星阿比留優昨日透過事務所宣
布前日已為丈夫誕下重約6.7磅B女，她
透露分娩足足花了26小時19分鐘，因此
感到十分痛。
■韓國男神金秀賢的新劇《Producer》
將於下周一在首爾舉行記者會，屆時四
位主角金秀賢、孔孝真、IU及車太鉉均
會現身見傳媒。

娛聞雜碎

■ Carly Rae Jepsen
（右）與Yan Ting（左）
交流音樂心得。

■過千名粉絲聚集在會場等見偶像。
陳敏娜攝

■■世勛(右)幫公仔換衫時，笑個不停。
陳敏娜攝

■■SUHOSUHO（（左左））和和
世勛世勛（（右右））舉拇指舉拇指
合照合照。。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Selena Gomez 路透社

■Kim Kardashian舉行簽書會。 路透社

■莎拉謝茜嘉柏
加

■Rihanna的戰衣花了兩年時間製做。 法新社

■李秉憲落實演新版西
片 《The Magnificent
Seven》。 資料圖片

■艾斯頓吉查向母親送驚喜。
網上圖片

■馬田費曼曾參演《哈比人》。 資料圖片

■■吳亦凡是吳亦凡是MetMet
BallBall 最年輕的華最年輕的華
人嘉賓人嘉賓。。 中央社中央社

■■Justin BieberJustin Bieber
大讚大讚 SelenaSelena 打打
扮索扮索。。法新社法新社

■Miley Cyrus
以開窿裝現身
Met Ball。

法新社

Kim Kardashian
禁粉絲與她自拍自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