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娛樂

A42

國際星情

■責任編輯：李嘉嘉 ■版面設計：鄭世雄 2015年6月19日（星期五）

貼初生兒玉手照宣布再當爸

艾力寶雲

■艾力寶雲上載了初生子
的玉手照。
的玉手照
。
網上圖片

封愛妻做英雄
與老婆 Hilaria 育有一女的美國男星艾力寶雲

（Alec Baldwin）日前透過其社交網站 Twitter 宣
布老婆已為他誕下男嬰，並貼上初生兒的玉手
照。同日他又現身紐約出席活動，剛再為人父的
■艾力寶雲出席香水基金
會頒獎禮。
會頒獎禮
。
美聯社

他興奮讚兒子很棒，又大談妻子的產子經過，並
向妻子發表冧爆宣言：「她是我的英雄。」

57 歲的艾力寶雲日前於 Twitter 上載了
現年一張照片，並宣布：「我們很高興迎接

Rafael 的誕生。」照片中，見到嬰兒的一隻手
正抓緊母親的手，畫面溫馨。然而，大忙人艾
力寶雲於妻子產子不久，便要趕往主持一個香
水基金會頒獎禮活動，同場還有英國超模娜奧
美金寶（Naomi Campbell）、美國女演員兼導
演 Sophia Bush 及 真 人 騷 女 星 Kendall Jenner
等。

陪伴愛妻產子，並向對方發表愛的宣言：「我
希望可以做任何事令你舒服點，我的妻子真的
是我的英雄。」艾力寶雲又表示出席完活動後
會再趕往醫院探望愛妻及兒子，他指妻子現時
的狀況良好。
雖然今次已是艾力寶雲第三次當爸，但仍然
難掩興奮之情。他除了與前妻 Kim Basinger 育
有一名 19 歲大的女兒 Ireland Baldwin 外，又與
現任妻子Hilaria於2013年誕下女兒Carmen。

Hilaria產後狀態佳

Ireland疑遭人襲擊

剛再為人父的艾力寶雲於活動上忍不住大談
新生兒：「他真的很棒！」艾力寶雲又表示自
己只睡了數小時，又大讚妻子堅強：「她星期
二早上起床，當時已覺得不舒服，然後就開始
感到痛楚，她真的很堅強。」他透露自己全程

此外，Ireland近日被拍到與新男友 Jon Kasik
於馬利布（Malibu）逛街時，臉上有被毆打的
傷痕。有消息指，Ireland 是於本周一被 3 名男
子跟蹤並遭到他們襲擊，艾力寶雲未有回應女
兒受襲的傳聞。
■文：Kat

■Kendall Jenner 亦有現身。
美聯社

被指與辛潘解除婚約
查理絲花朗傳主動提分手

■查理絲花朗
查理絲花朗（
（右）傳與辛潘兩年情玩完
傳與辛潘兩年情玩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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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像影后琦溫斯莉
（Kate Winslet） 前
日現身紐約出席電影
《凡爾賽宮的小風
波 》 （A Little
Chaos）的首映禮，
她被傳媒大讚樣子比
從前年輕。 法新社
■根據最新一期法國
電影周排行榜公布，
在6月10日至16日7 ■琦溫斯莉
天時間，荷里活電影
《侏羅紀世界》（Jurassic World）吸引近 210
萬觀眾入場，榮登排行榜首位。
■日本尊尼事務所偶像組合Kis-My-Ft2玉森裕
太與中山優馬日前出席二人合演的舞台劇
《Dream Boys》發布會，玉森裕太表示希望為
觀眾帶來新鮮感。
■由日本男星堺雅人主演的劇集《Dr.倫太郎》
前晚播出大結局，只錄得 13%收視，比起第一
集的13.9%還低。
■韓國型男池昌旭原定下月 25 日到台灣舉行粉
絲見面會，但因韓國「新沙士」肆虐，為顧及
台灣粉絲的安全，昨日宣布取消活動。
■韓星尹尚賢昨日宣布其妻子 Maybee 懷有 15
周身孕。

■艾力寶雲與
艾力寶雲與Hilaria
Hilaria再當爸媽
再當爸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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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演＠2PM 嘆無緣見朴信惠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梁文玲）繼
韓國女星朴信惠早前現身 wtc more 世貿
中心舉行粉絲見面會後，韓國男子組合
2PM 成員玉澤演亦將於下月 16 日重臨該
地，為他親自創作的卡通人物 OKCAT
宣傳及舉辦其個人首個親筆簽名會。首
度以個人姿態來港的澤演表示︰「能夠
帶着心愛的 OKCAT 衝出韓國，首次來
到香港與粉絲會面，實在欣喜若狂，萬
分期待！希望將 OKCAT 一貫樂天、風
趣幽默的形象，感染香港所有朋友！」
對於與朴信惠「前後腳」現身，澤演害

羞地說，與朴信惠緣慳一面，感到有點
可惜，又指自己好像追隨朴信惠的足跡
到港，所以感覺很遠又很近。

■澤演將於下月
澤演將於下月16
16日會港迷
日會港迷。
。

Simon Baker 化身英國紳士
憑美劇《心計》廣為人識的澳洲男星
Simon Baker為品牌LONGINES擔任優雅
形象大使，日前他現身英國皇家賽馬會慶
祝該品牌連續第 9 年為英國皇家賽馬活動
擔任官方計時。他當日頭戴英式禮帽，穿
起整套正式英國禮服，與演員太太
Rebecca Rigg 及女兒 Stella Baker 一同現
身馬場。Simon Baker 表示：「我決心把
自己轉化成一名正式的英國紳士，參與這
個 英 國 經 典 的 賽 馬 日 。 」 最 近 Simon
Baker 與太太從美國搬回悉尼居住，他們
■ Simon Baker（中）攜 妻 女 Rebecca 已經結婚 17 年，但亦能時刻保持恩愛，
■文：Kat
Rigg（左）及Stella Baker一同現身馬場。 真的羡煞旁人。

日本人氣女子組合AKB48成員柏木由紀早
前被日本傳媒爆料，指她與尊尼事務所偶像
組合 NEWS 成員手越祐也撻着，又刊出了二
人的甜蜜合照，柏木因而被粉絲鬧爆。「潛
水」多日的她昨日終於孖「新一姐」指原莉
乃出席廣告代言活動，現場戒備森嚴，台上
更有兩名保安把守。柏木對於緋聞隻字不
提，更表示想超越今年冠軍指原莉乃，拿下
明年人氣總選冠軍，有網民則串爆指她臉皮 ■柏木由紀（右）及指原莉乃一同現
厚的程度可以拿冠軍。
■文：Kat 身活動。
網上圖片

■Tyra Banks 上載自拍素顏
照。
網上圖片
黑人模特兒兼主持
Tyra Banks 日 前 於 其
Instagram 上載了一張
素顏自拍照，並留言指
很多人經常指他們的自
拍照是無添加，她表示
想向大家展示自己最真
實及真正無添加的一
面。雖然有網民看過照
片後直呼幾乎不能認出
Tyra Banks，但亦有不
少網民讚她勇敢及喜歡
她夠真性情，即使素顏
亦很美。
■文：Kat

美聯社

柏木由紀避談緋聞

素顏照獲激賞
Tyra Banks

娛 聞 雜 碎

荷里活女星查理絲花朗（Charlize Theron）被指與未婚夫辛
潘（Sean Penn）解除婚約，交往 2 年後分道揚鑣。報道指，
查理絲最近才說辛潘是她一生摯愛，不過二人自 5 月一同現身
康城影展宣傳查理絲有份主演的非競賽電影《末日先鋒：戰甲
飛車》（Mad Max: Fury Road）後，就未有一起出現在公共
場合。有指是查理絲向辛潘提出分手，但兩人的發言人並未就
傳聞作出回應。
另 外 ， 超 級 英 雄 電 影 《 蜘 蛛 俠 2： 決 戰 電 魔 》 （The
Amazing Spider-Man 2）女星愛瑪史東（Emma Stone）早
前傳出與安德魯嘉菲（Andrew Garfield）分手又復合，近日更
有傳二人已秘密訂婚。愛
瑪 日 前 登 上 雜 誌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封面，她於訪問中亦提
到為何不回應與安德魯
的分手傳聞，她表示：
「因為根本毫無根據，
所以我從來都不談這些
事。」訪問又提到為何
她早前逛街時拿着寫上
安德魯名字的紙袋，她表
示：「我知道當我拿着這
個袋時，被狗仔隊看到會
愛瑪史東登《
《The Wall Street
很有趣，或許是一種反叛 ■愛瑪史東登
Journal》
Journal
》封面
封面。
。
網上圖片
心態。」
■文：Kat

■娜奧美金寶

《層層透視大宇宙》今啟播

■Tyra Banks 表示要向大
眾展現真我。
眾展現真我
。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梁文玲）早前
上映的美國科幻片《星際啟示錄》
（Interstellar）以穿越蟲洞為題材，結果令
不少對蟲洞理論缺乏認知的觀眾看到一頭霧
水。Discovery 頻道的全新節目《層層透視
大宇宙》將為大家惡補太空物理知識，節目
運用逼真的動畫，以最顯淺的方式透視黑洞
蟲洞，兼帶大家探索太陽、小行星、火星、
彗星和外星世界。節目將於今日起，逢星期
五，晚上十時於Discovery頻道播放。
■《層層透視大宇宙》劇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