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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鍾碩
望參演中韓合拍片
韓國人氣男星李鍾碩昨日赴重慶出席韓國時尚文化季
推廣大使任命儀式，他甫現身即以普通話跟粉絲打招
呼：「大家好，我是李鍾
碩。」隨即引來現場粉絲持
續近一分鐘的尖叫。談到中
韓兩國的美食，李鍾碩稱，
聽說現在中國很流行吃炸雞
與啤酒，他也非常喜歡炸
雞。被問到其近期的影視作
品安排時，李鍾碩透露，近
年來中韓合作的電影和電視
劇都非常流行，作為一名演
員，「我也非常希望可以參
與其中。」 ■文：Kat

U2邀EODM重返巴黎舞台
愛爾蘭搖滾班霸U2前晚繼續在巴黎開騷，當晚更邀請

於巴塔克蘭劇院發生恐襲期間，正在台上表演的美國搖
滾樂隊Eagles Of Death Metal (EODM)重回舞台。U2主
唱Bono介紹EODM出場時表示：「他們3星期前被奪
走了舞台，今晚，我們想把我們的舞台讓給他們。」然
後，Bono 抱了抱 EODM主音 Jesse Hughes，並合唱
Patti Smith的《People Have The Power》。 ■文：Kat

Justin Bieber
多倫多開慈善騷
加拿大小天王Justin Bieber前晚在多倫多開騷，吸引

1,500名粉絲捧場，今次演唱會的
所有收益將撥捐慈善機構，作食物
援助用途。他於演唱會上除了大唱
自己的大熱作《What Do You
Mean》 、 《Baby》 及
《Boyfriend》外，又翻唱加拿大饒
舌男歌手 Drake 的作品《Hotline
Bling》，還大晒琴技，盡顯音樂才
華。席間，他向樂迷表示：「可以
回到家真好，你們都是特別的，非
常特別。」 ■文：Kat

後藤真希
誕千金感幸福

日本前Morning娘成員後藤真希
近期密密更新網誌，向粉絲匯報待
產情況，她昨日發文宣佈已於前日
下午4點半在東京誕下一名女嬰，約
重7磅，母女平安，並上載了一張自
己與女嬰的合照。她表示分娩的過
程十分痛苦，但當誕下千金後感覺
很幸福，並承諾會當一個好媽媽，
她又感謝支持她的人，其所屬的經
理人公司透露她將休息至明年1月
底，預計2月初復工。 ■文：Kat

宇多田光
疑明年春季復出
日本女歌手宇多田光於2010年突然宣布暫

別歌壇後，直至今年已闊別樂壇五載。宇多
田光昨日被日本傳媒報道將於明年春季復
出，不少樂迷獲悉後均表現雀躍。據悉，她
目前正身在海外一
邊照顧小孩，一邊
為新歌進行錄音，
並將為劇集或資訊
節目唱主題曲。宇
多田光所屬的經理
人公司則回應指目
前仍未確定其歸
期，一切尚在準備
中。 ■文：Kat

娛聞雜碎
■ 荷 里 活 男 星 查 尼 塔 圖
（Channing Tatum）前日偕妻
子Jenna Dewan現身洛杉磯，
出席新片《The Hateful Eight》
首映禮。 美聯社
■第58屆格林美頒獎禮日前公佈
入圍名單，饒舌歌手Kendrick Lamar
以11項提名領先。
■真人騷女星Kim Kardashian前日與丈夫Kanye West
宣佈其初生兒的名字為Saint West。
■韓國女星黃靜茵昨日承認與現年33歲的高爾夫球運動
員李英敦拍拖，並於認愛後首度現身宣傳新片《大
虎》。
■韓國女星申恩慶昨日現身就「虛假母愛」一事作回
應，她表示離婚後曾與兒子同住，其後因為工作繁忙才
將兒子交給前夫照顧。

昨天8號是AKB成軍10周年的正日，一眾人氣畢業生包括秋
元才加、板野友美、大島優子、河西智美、川榮李奈、篠田

麻里子及前田敦子聯同現役成員共126人齊集位於東京秋葉原的
AKB48劇場舉行特別紀念公演。最近病痛多多的島崎遙香未有缺
席亦有現身。演出原定在日本時間晚上6時開始，不過卻遲了25
分鐘才展開。高橋南作為代表開幕致詞，她說道：「今日(昨日)終
於到來真開心。10年前這裡只有7位觀眾。之後這兒已開過3,871
場公演了。」

總監督交接
現場她們跳唱了組合多首新舊歌曲包括《初日》、《在唇上Be

My Baby》及《Heavy Rotation》等。席間，AKB搬出電子大
鐘為踏入10周年倒數，數到0秒時台上全員跳起慶祝，並帶來
《PARTY開始了》等曲。大島優子及板野友美等舊將也有換上舞
衣演出，惹得台下粉絲相當興奮。穿起白裙的前田敦子與高橋南
合唱，未知是否太久未有一起同台，高橋南一時感觸邊唱邊落
淚。板野友美表示大家都叫着她的暱稱讓她十分開心。同場亦舉
行了總監督交接儀式，高橋南正式將總監督之位交給昨日生日的
橫山由依。高橋南又向橫山送上「大聲公」，希望她好好帶領
AKB。最後，組合以《櫻花花瓣》作結，眾畢業生登場，結束十
周年公演。
另外，現年21歲的AKB成員永尾瑪利亞前日突然在公演上宣佈

畢業離隊，但未落實離隊日期。她離隊後會繼續在娛樂圈活動，
據永尾所講，她在發表消息前已告知同期的成員，所以島崎遙香
前日也有前來欣賞公演以示支持。 ■文：Bosco

AKB48十周年特別公演

大島優子前田敦子熱唱

日本人氣女子組合AKB48昨天迎來 10周年，於

AKB48劇場舉行「10周年紀念特別公演」。劇場內的

柱上貼上了第10條粉紅色彩帶，一眾人氣舊將例如大

島優子及前田敦子也有現身熱唱，讓粉絲大感興奮。

香港文匯報訊 來自英國的電子樂隊Clean
Bandit上月來港出席Clockenflap音樂及藝術節，
並抽空接受本報專訪。雖然四缺一，但他們非常健
談，暢談首度訪港行程，更自爆差點弄掉行李，令
他們嚇餐死。
由主音兼大提琴手Grace Chatto、鼓手Luke

Patterson、鍵盤手Jack Patterson和小提琴手
Neil Milan Amin-Smith組成的Clean Bandit首
度來港演出，可惜Neil因病沒有隨團來港。Grace
解釋Neil在今年巡迴時弄傷手腕，一直沒有完全康
復，希望他可快些痊癒歸隊。她謂因Neil本身玩古
典音樂出身，是坐着拉小提琴，現在變成要站着
拉，影響他發揮技巧，需要時間去適應和作改動。

手提電腦藏最新作品
今次來港匆匆，Clean Bandit沒有太多時間遊

玩，只是草草地逛了一下街，逛過花市、女人街和
雀仔街，亦品嚐了地道的雲吞麵和點心。他們更分
享了一段小插曲，原來抵港當天，Jack遺失了其隨
身行李，他們非常擔心，幸好有心人尋獲，送回給
他們，他們大呼好彩。Jack亦順道分享其隨身行
李，並解釋會這麼緊張是因為裡面有其手提電腦，
電腦內有他們最新的音樂作品，等同他們僅此一張
的新專輯，對樂隊非常重要。

因他們亦有成立製作公司，專責拍他們的MV，問
到今次香港行有否啟發他們什麼靈感？Grace透露
Luke拍了很多很棒的照片，如果用來製成MV，一
定很正。Luke表示：「很多地方都很適合當場景，
予人冒險的感覺，當中我乘渡海小輪過海，看着來往
的船隻，再看一看美麗的天際線，印象深刻。」

有信心再奪格林美獎
他們今年憑《Rather Be》一曲走紅，不但勇奪

格林美最佳舞曲錄音獎，更展開了首個亞洲巡唱。
談到會否有信心再於格林美奪獎，三人都點頭稱有
信心，「其實，我們沒有特別想着要寫hit歌，只
是剛好《Rather Be》擁有一些其他歌曲罕見的元
素，並受到大家喜愛。不過，我們相信可再斬獲多
一座格林美獎座。」問到會否拆解《Rather Be》
的走紅方程式去創作新歌？Grace直言：「我們都
不知道方程式是什麼。我們創作時，只是把身邊見
到的樂器放在一起，彈來看看。」
另外，至於亞巡，他們透露早前去了新加坡開

騷，可是因時差問題，上台前一直感到不舒服，心
情很差，但當他們上台後，見到歌迷熱情地歡迎他
們，精神為之一振，即時回復好心情開唱，他們亦
期待下次可重回新加坡開騷。

■採訪、攝影：陳敏娜

首訪港 品嚐雲吞麵與點心
Clean Bandit險失行李 嚇餐死

■AKB■AKB4848為為1010周年倒數周年倒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大島優子獻唱大島優子獻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高橋南高橋南((左左))將總監督之位交將總監督之位交
給橫山由依給橫山由依。。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AKB■AKB4848昨天於劇場舉行昨天於劇場舉行「「1010周周
年紀念特別公演年紀念特別公演」。」。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前田敦子前田敦子((左左))與高橋南合唱與高橋南合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板野友美板野友美。。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左起左起：：GraceGrace、、JackJack和和LukeLuke暢談訪港行程暢談訪港行程。。

■ Bono(■ Bono( 左 三左 三)) 與與
Jesse Hughes(Jesse Hughes(左四左四))
在台上合唱在台上合唱。。法新社法新社

■ Justin Bieber■ Justin Bieber
獻 唱 時 十 分 投獻 唱 時 十 分 投
入入。。 美聯社美聯社

■■後藤真希與後藤真希與BB女女
合照合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宇多田光宇多田光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李鍾碩在重慶受任李鍾碩在重慶受任
韓國時尚文化季推廣韓國時尚文化季推廣
大使大使。。 中新社中新社

Jenna DewanJenna De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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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n Bandit■Clean Bandit
來 港 出 席來 港 出 席
ClockenflapClockenflap 音音
樂及藝術節樂及藝術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