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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音樂盛會「MTV音樂錄影帶

大獎頒獎禮」(MTV Video Music

Awards，簡稱VMA)前日於洛杉磯

順利舉行，美國鄉謠小天后

Taylor Swift共奪4獎，包括「年

度最佳MV」成為大贏家，但比起

擔任司儀的Miley Cyrus出位露肉

又露點，可謂輸蝕了不少。

露肉露點搶鋒頭露肉露點搶鋒頭
司儀司儀MileyMiley

年度最佳MV︰Taylor Swift《Bad Blood》
最佳合作MV︰Taylor Swift《Bad Blood》
最佳女歌手MV︰Taylor Swift《Blank Space》
最 佳 男 歌 手 MV ︰ Mark Ronson ft. Bruno Mars
《Uptown Funk》
最佳流行樂MV︰Taylor Swift《Blank Space》
最佳Hip Hop MV︰Nicki Minaj《Anaconda》
最佳搖滾MV︰Fall Out Boy《Uma Thurman》
最佳剪輯︰Beyonce《7/11》
最佳視覺效果︰Skrillex & Diplo《Where Are U Now》
最佳藝術指導︰Snoop Dogg《So Many Pros》
最佳舞蹈編排：OK Go《I Won't Let You Down》
最佳攝影：Flying Lotus《Never Catch Me》
最佳導演︰Kendrick Lamar《Alright》
最佳訊息MV︰Big Sean《One Man Can Change the
World》
最佳夏日歌曲︰5 Seconds of Summer《She's Kinda
Hot》
米高積遜錄影帶先鋒獎︰Kanye West

2015 MTV音樂錄影帶大獎
完整得獎名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
娜）日本型男福山雅治相隔6
年，於8月29日及30日在家鄉
長崎稻佐山公園舉行出道25周
年紀念演唱會「福山☆夏の大
創業祭 2015」，吸引合共3萬
名粉絲捧場，而前日的尾場演
出更於日本47個地方，以及香
港和台灣的戲院進行直播。雖
然前日福山唱到中段時，現場
下起大雨，但他選擇陪歌迷邊
淋雨，邊繼續演出，非常敬
業。
前日演唱會在戶外進行，開

騷前曾下過雨，幸正式開始前
已停雨。福山乘保姆車到場，
他穿過歌迷跑上舞台，其間有
與歌迷握手。他直言：「我返
來了，長崎！時隔6年我返來
稻佐山了！」他熱唱3個半小
時 ， 帶 來 《Hello》 、 《 彩
虹》、《約定的山丘》等合共

26首歌，
當中有 7
首歌是關

於家鄉長崎的，特別是唱畢
《樟木》後，他祝賀長崎的軍
艦島於今年登錄世界文化遺
產，笑稱希望《樟木》也能登
錄世界文化遺產，或成為大家
心目中的遺產。
演唱會中段時，再次下起大

雨，福山從主舞台走到小舞
台，表示：「我都要淋浴在雨
中。」他冒雨熱唱，更即興唱
了一小段內山田洋 & Cool Five
的名曲《長崎今天都下雨》，
笑言：「我從來未想過能夠唱
這首歌。多謝啊，雨！」安哥
時，福山的樂隊準備了特別驚
喜給福山，垂下巨型布條賀他
出道25周年，氹得福山非常開
心。福山則自彈自唱《曉》，
並唱了一小段中文版，造福亞
洲歌迷，他亦公佈將於12月再
次舉辦男性及女性限定演唱
會，除夕更會陪歌迷一起跨
年。最後，他在鏡頭上簽名，
並寫道：「再會吧，稻佐山」
才結束個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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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奪4獎封VMA大贏家

■Miley Cyrus■Miley Cyrus換上多套換上多套
大膽服飾示人大膽服飾示人。。 路透社路透社

韓國Hip Hop組合Leessang成員兼
人氣節目《Running Man》主持Gary
日前被指是網上瘋傳的性愛片男主
角。Gary的經理人公司昨日發表聲明
表示Gary絕非片中男主角，一來片中
男性的紋身在左臂，但Gary的紋身在
右臂，二來紋身的圖案並不一樣，三
來是片中男性曾致電公司稱擔心Gary
的情況。公司表示原本不想回應，但
因謠言愈傳愈烈，甚至出現「Gary影
片」的熱搜關鍵字，對Gary的名聲和
片中男性帶來一定的傷害，所以發聲
明澄清，並會採取法律行動追究責
任。 ■■文：Mana

ONE OK ROCK
明年初港開騷
為《浪客劍心》系列電影獻唱主題曲的日本4人搖滾樂

團ONE OK ROCK，昨日宣佈將於明年1月14日假亞洲
國際博覽館舉行「ONE OK ROCK 2016 "35xxxv" 亞洲
巡迴演唱會」香港站。4子於2013年11月首度來港開騷，
吸引4000名樂迷入場朝聖，4子對首個港騷非常滿意，並
盛讚港迷很棒，因此是次亞巡亦以香港為首站，之後將赴
台灣、菲律賓、泰國和新加坡開唱。
另外，4子於2013年接受本報訪問時曾表示放眼世界，

他們這兩年來亦努力實踐，先後在美國、加拿大等北美地
區開唱，獲得不俗的成績。他們目前在日本舉行巡演，9月
將赴芝加哥、多倫多、紐約等地開騷，之後則偕同美國樂
隊All Time Low和Sleeping with Sirens一齊開騷，繼續進
軍海外市場。 ■■文：Mana

松井玲奈
結束偶像生涯
日本女子組合SKE48主將松井玲奈，在昨天正式畢業離

隊，結束一共2,588日的偶像生涯。前日，玲奈率先完成了
一連兩場假愛知縣舉行的畢業
演唱會，席間，隊友松井珠理
奈邊哭邊讀出寫給玲奈的信，
珠理奈表示玲奈有如自己的太
陽，非常喜歡對方，並承諾會
好好守護SKE。
至於昨日下午玲奈於名古屋

的SKE劇場作最後公演，台上
播出她入行以來的珍貴片段，
當唱至尾聲，玲奈獲隊友獻花
及送上花環，談到感受時更不
禁落淚。另外，有消息指
NMB48的山本彩將參演晨間劇
《阿淺來了》。 ■■文：Bosco

《猛鬼街》導演
韋斯奇里雲腦癌離世

靠《猛鬼街》系列打響名堂的恐怖片導演韋斯奇里雲(Wes
Craven)，前日因腦癌於洛杉磯的家中離世，終年76歲，其家人在聲
明中表示非常痛心。曾參演《奪命狂呼》(Scream)系列的歌迪妮覺絲
(Courteney Cox)、莎拉米雪哲娜 (Sarah Michelle Gellar) 及 Rose
McGowan紛紛悼念韋斯，並大讚對方是好人。韋斯過世消息傳出
後，影迷也在網上留言追悼，有人感謝他對影壇的多年貢獻，也有
人大表傷心。
韋斯出生在美國克里夫蘭，曾經教過英文，有哲學和寫作碩士學
位。1972年，他首次執導恐怖電影《The Last House on the Left》，
隨後開始參與大製作，並憑着1984
年的《猛鬼街》(A Nightmare on
Elm Street)而聲名大噪，該片中的殺
人魔「Freddy」至今仍令人不寒而
慄。他的名作還包括《奪命狂呼》
系列，同樣讓人印象深刻。
韋斯過去3年的健康狀況轉差，臨
終前以監製工作為主，新片《The
Girl in the Photographs》預計在本
月的多倫多影展首映。另外，荷里
活片商最近打算再次重拍《猛鬼
街》，由為電影《孤疑》(Orphan)撰
寫劇本的大衞約翰遜(David Johnson)
負責炮製。 ■■文：Bosco

發聲明稱非性愛片男主角
Gary採法律行動回應

■Miley Cyrus■Miley Cyrus意外在鏡頭前露點意外在鏡頭前露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Justin Bieber■Justin Bieber於台上於台上
落淚落淚。。 美聯社美聯社

■Kanye West■Kanye West稱有意稱有意
參選總統參選總統。。 路透社路透社

■■福山雅治相隔福山雅治相隔66
年在家鄉開騷年在家鄉開騷。。

■■韋斯奇里雲拍恐怖韋斯奇里雲拍恐怖
片成名片成名。。 美聯社美聯社

■Gary■Gary因紋身被傳是性愛片因紋身被傳是性愛片
男主角男主角。。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演唱會初段時天氣欠演唱會初段時天氣欠
佳佳，，但未下雨但未下雨。。

■■松井玲奈獲隊友送上松井玲奈獲隊友送上
花環花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ONE OK■ ONE OK
ROCKROCK 宣佈宣佈
來港開騷來港開騷。。

■Miley Cyrus■Miley Cyrus意外在鏡頭前露點意外在鏡頭前露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Taylor■Taylor（（左左））與與Nicki MinajNicki Minaj共演共演。。 美聯社美聯社

頒獎禮的紅地毯星光熠熠，其中
Taylor 聯 同 參 演 其 歌 曲 《Bad

Blood》MV 的一眾女星現身，包括
Selena Gomez、 女 模 Cara
Delevingne、 Karlie Kloss 與 Gigi
Hadid等，她們一字排開，相當有氣勢。
Taylor亦憑着該MV勇奪大獎「年度最佳
MV」，她同時也獲頒「最佳流行樂MV
獎」、「最佳女歌手MV獎」及「最佳合
作MV獎」，成為頒獎禮的大贏家。
另外，頒獎禮上不少女星如Rita Ora及

Britney Spears等紛紛大晒事業線，但風
頭仍不及Miley強勁。Miley從台上台下
不停變裝，先以露肉銀色造型出場，胸前
兩帶僅僅夠遮蔽兩點，及後她在台上展示
多套服飾，但套套均異常少布，其中一款
更只用不同大小的圓形遮掩重要部位，相
當出位，可是她於頒獎禮上失手走光，意
外地在鏡頭前露點，當時攝影師走入後台
拍攝，她初時以黑布遮掩身體，怎料她接
過咪時瞬間露出左胸，認真失策。

Kanye想選總統
此外，加拿大小天王Justin Bieber為

VMA 獻 唱 新 歌 《What Do You
Mean》，但他唱到有關人生的獨白時，
突然一度感觸落淚，表演後才平復情緒，
並與粉絲互動。不過，小Justin似乎並未
生性，他出席頒獎禮前於比華利山超速駕
駛其新法拉利跑車，被警察截停並向他罰
款。
而美國饒舌男歌手Kanye West則帶同

大肚太太Kim Kardashian出席。Kanye
從Taylor手中接過「米高積遜錄影帶先鋒
獎」，Kanye在6年前曾於同一場合上搶
去Taylor的咪，但二人似乎已冰釋前嫌，
大方地在台上擁抱。Kanye致詞時透露有
意參加202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未知他
是講真還是講笑。
此外，Taylor 與饒舌女歌手 Nicki

Minaj同樣在台上泯恩仇，雖然二人早前在
網上展開罵戰，但她們為開場演出驚喜合
唱，甚有默契。另一方面，Nicki與Miley
的爭執就「未解決」，Nicki奪得「最佳
Hip Hop MV獎」時，因為Miley日前受
訪時批評她的言論，她在台上大叫Miley
做「八婆」，充滿火藥味。 文：Bosc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