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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 SMAP 嵐 日本偶像男團教父

尊尼社長Johnny喜多川逝世 終年87歲
叱咤日本藝能界半個世紀的尊尼事務所創
辦人兼社長 Johnny 喜多川，昨日下午 4 時 47
分因為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在東京一所醫院
去世，終年 87 歲。Johnny 一手發掘並捧紅了
近藤真彥、SMAP 及嵐等紅透半邊天的歌手
及偶像團體，對日本過去幾十年演藝業發展
和對外輸出軟實力，有莫大貢獻。

■SMAP

尼事務所昨晚深夜發聲
明，Johnny 於上月 18 日
在家中表示身體不適，未幾昏
迷並緊急送院，一度被送入深
切治療部，經搶救後情況好
轉，移送一般病房。但病情其
後再次惡化，延至昨日不治。
■瀧澤秀明
聲明指 Johnny 是死於解離性
腦動脈瘤破裂導致的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屬於急性出血
性中風的一種。

■嵐

尊

尊尼藝人先後探望
尊尼事務所表示，Johnny的葬禮將以家族葬禮形式舉
行，只由家人及事務所旗下藝人參與，但之後計劃舉行
公開告別儀式。
Johnny自從入院後，包括近藤真彥、東山紀之、木村
拓哉、中居正廣及嵐等一眾尊尼藝人都先後到醫院探
望，亦一度有網媒誤傳他的死訊。嵐成員松本潤本月 1
日以代表身份公佈 Johnny 仍然昏迷不醒後，外界都已
經有心理準備。

瀧澤秀明被視為接班人
Johnny 原名喜多川擴，於 1931 年生於洛杉磯，在家
中排行第三，父親是駐美國日本寺院的僧侶。1933年喜
多川一家返回日本，居於大阪府，未幾二戰爆發，
Johnny 隨兄姊疏散到鄉下暫避。戰後 Johnny 被送回洛
杉磯，並在當地就讀高中和大學，其間接觸到在當地演
出的日本戰後著名女歌星美空雲雀，萌生進軍日本娛樂
圈的念頭，並於1952年返日。
1962 年，Johnny 成立尊尼事務所，組成 4 人團體
Johnny's。此後他陸續發掘並培養了少年隊、SMAP、
TOKIO、V6、KinKi Kids、嵐、關 8 等偶像團體，他
本人亦參與旗下藝人歌曲和舞台劇的製作。
雖然旗下明星紅遍東亞，但 Johnny 本人卻甚少公開
露面。近年外界都關注尊尼事務所的接班問題，一直深
受 Johnny 器重的瀧澤秀明獲任命為尊尼子公司的社
長，被視為他的接班人。但 Johnny 年屆 92 歲的姐姐
Mary 喜多川仍然在生，與其女兒景子亦掌尊尼控制
權，今後尊尼事務所接班安排將成為焦點。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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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被指性侵旗下男藝人
Johnny 喜多川雖然在日本演藝界位高權重，但過
去他也曾經爆出過嚴重醜聞。早自 1960 年代起，當
地就有傳 Johnny 是同性戀者兼孌童癖，多名前尊尼
事務所藝人退所後都曾經出書揭露事件，1999 年甚
至有周刊揭發 Johnny 涉嫌性侵旗下藝人，並引起國
際媒體關注。
1999 年，《周刊文春》就尊尼事務所發表一系列
報道，當中提及 Johnny 對旗下男性藝人的猥褻行

為，以及尊尼事務所的未成年人吸煙等問題。時任
自民黨眾議員阪上善秀將此問題提至國會討論，警
方更一度介入調查，但未有發現。
Johnny 駁斥有關報道全是「誹謗」並提出訴訟，
向《文春》索償。
2002 年 3 月 27 日，東京地方法院裁定 Johnny 方面
勝訴，《文春》不服上訴。2003 年 7 月 15 日，二審
法官認可有關 Johnny 的同性戀方面報道，駁回部分

記不住藝人名字
清一色叫
「YOU」
■多名香港藝人早前出席 Johnny
Johnny的生
的生
日派對。
日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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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樂園餐捲入英「走塑」浪潮
連鎖快餐店麥當勞自 1979 年起推出專為
兒童而設的開心樂園餐，當中最大特色莫
過於隨餐附送的塑膠玩具，不過到底又有
多少人真的需要這些玩具？英國一名母親
與兩名女兒早前便發起聯署，要求 Burger
King 及麥當勞等快餐店停止隨兒童餐附送
塑膠玩具，至今獲得超過 33 萬人支持，顯
示「走塑」呼聲已經超越飲管及塑膠餐具
的範圍。
報道指出，不少快餐店兒童餐隨餐玩具
都包括多種塑膠原料及其他材料，無法循
環再造，因此往往都會被丟棄。與兩名 10
歲和 7 歲女兒一同發起聯署的伍德表示，隨

餐玩具放在塑膠包裝袋內，本身已經不環
保，「然後小孩玩這個玩具往往玩不到 5 分
鐘，便會被丟到垃圾桶。」伍德兩名女兒
也在聯署中寫道：「我們希望任何贈送給
我們的東西都是可持續性的，讓我們能夠
保護這個星球。」

英麥記毛公仔桌遊
「應急」
麥當勞總公司去年已成立全球工作組，
研究涉及開心樂園餐包裝和玩具的環保議
題，並正尋找方法用單種塑膠或可再生物
料生產玩具。英國麥當勞上月則宣佈，取
消推出兩款塑膠玩具，改為隨餐附送兒童

故事書，並計劃在下半年推出毛公仔及桌
上遊戲取代，有望可以較上半年減少 60%
塑膠浪費。不過發言人亦強調公司暫時無
計劃長遠減少塑膠玩具的比例。
Burger King 回應聯署時指，公司正研發
塑膠玩具的替代品，但拒絕透露詳情。

日麥記推玩具回收 再做成餐盤
日本的麥當勞去年初進行過為期 10 星期
的測試，在全國 2,900 家分店回收不要的兒
童餐玩具，結果收回多達 127 萬件，全部循
環再造製成餐盤，公司正研究將這個做法
變成永久項目。
■綜合報道

最貴升值至 元
樂園餐玩具

■TY's Teenie Beanie Boss系列

訴訟並將賠償金減少，Johnny 不服上訴至日本最高
法院。2004 年，最高法院終審裁定駁回 Johnny 方面
的上訴。
雖然《文春》的報道及相關官司受到《紐約時
報》和《觀察家報》等關注，但日本幾乎所有媒體
都對此集體噤聲，被質疑是受到尊尼事務所的施
壓。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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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連鎖快餐店麥當勞為吸
引兒童光顧，於 40 年前開始推出
開心樂園餐(Happy Meal)，隨餐附
送一件玩具，不少孩子均會首先拆
開玩具盒，看看得到什麼玩具。而
這些限量推出的玩具，多年來已升
值不少，loveantiques 網站進行調
查，列出目前最有價值的開心樂園
餐 玩 具 ， 其 中 於 2000 年 推 出 的
「TY's Teenie Beanie Boss」動物
毛公仔系列排行第一，價值 450 美
元(約3,514港元)。
曾以特許經營方式、於美國賓夕
法尼亞州經營一間麥當勞快餐店的
方丹，多年來收集多達 7.5 萬件麥
當勞玩具，當中 9 成來自開心樂園
餐，他指早年的玩具通常在個別地
區推出，數量有限，因此有價有
市，近年的玩具則在全球派發，升
值能力自然有限。方丹同時提到，
顧客取得玩具後，通常會丟掉包裝
盒，因此玩具盒才是真正「物以罕
為貴」。
■綜合報道

尊尼事務所在日本東京及大阪均有培養
藝人的辦公室，多年來所屬藝人過千，雖
然不少都是由 Johnny 喜多川一手發掘，但
並非每個人的名字都能記得，為免傷到旗
下藝人的心，因此他向來都只會統一用
「YOU」稱呼他們。
不少藝人都分享過被 Johnny 錯認成他人

的經歷。例如嵐成員二宮和也便試過被
Johnny 當面叫錯成隊友相葉雅紀，過了好
一會 Johnny 才發現。KinKi Kids 的堂本光
一也試過接到Johnny電話，結果談了10分
鐘對方才發現打錯，「咦，不是瀧澤(秀明)
嗎？」
■綜合報道

英HPV疫苗接種擴至男孩
英國公共衛生部官員昨日宣佈，目
前當局推行的人類乳頭瘤病毒(HPV)疫
苗接種計劃，只以女孩為對象，今年 9
月起將擴大至男孩，預計未來 40 年可
預防約 10 萬宗癌症病例，包括子宮頸
癌、口腔癌、肛門癌和陰莖癌等。
HPV 是 一 種 透 過 性 接 觸 傳 染 的 病
毒，與超過 99%子宮頸癌、90%肛門
癌、約 70%陰道癌和外陰癌，以及逾
60%陰莖癌有關。當局於 2008 年起規
定女孩需接種 HPV 疫苗後，研究顯示
16 歲 至 21 歲 感 染 HPV 的 人 數 下 降
86%，蘇格蘭一項研究也指出，HPV

疫苗令女性子宮頸癌前病變減少達
71%。
公共衛生部專家表示，今年 9 月起，
12 和 13 歲的男孩將開始接種 HPV 疫
苗，預計到 2058 年前，英國將可預防
約 6.4 萬宗子宮頸癌和近 5 萬宗其他癌
症。倫敦大學學院病毒腫瘤學教授韋
斯指出，HPV 疫苗在過去 10 年來，成
功保護女孩免患上子宮頸癌，若擴大
接種計劃至男孩，他們罹患陰莖癌等
癌症的風險將降低，形容是「雙贏局
面」。
■路透社

華盛頓暴雨成災
白宮新聞室
「洩漏」
美國首都
華盛頓連日受
風暴吹襲，帶
來連場暴雨，
多條道路變成
澤國，不少汽
車「拋錨」被
困，救援人員
救 出 最 少 15
名被困汽車的
人。白宮西翼 ■白宮新聞室受暴雨波及
白宮新聞室受暴雨波及。
。
法新社
附近的新聞室
地庫亦發生水浸，職員忙於用抽水機泵走積水，國家氣象局已向華盛頓發出水浸
警告。
網上有影片顯示，洪水不斷湧入多個地鐵站，雨水沿着地鐵站內的扶手電梯傾
瀉而下，恍如瀑布。國家檔案博物館因水浸導致停電，被迫暫時關閉，但館方表
示，《美國獨立宣言》等重要文獻情況安全。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