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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星隕落巨星隕落
雲妮侯斯頓猝逝雲妮侯斯頓猝逝

雲妮侯斯頓是完美聲音與完美容貌的
結合，既是聲音華麗的歌手，又具有性感
魅力，但從來不會性感過頭，總是維持完
美的平衡。

雲妮出身音樂世家，母親是福音歌手，
雲妮11歲時就嶄露音樂天賦，在當地教會擔
任合唱團的主唱，14 歲時還組成 Michael
Zager 樂團，此時有星探表示願意與她簽下
合約，但母親以希望雲妮先完成學業為由
拒絕，隨後雲妮在高中時期擔任平面雜誌
模特兒，並在夜總會中巡迴演唱。

1983年，Arista唱片公司的經紀人在夜
總會中見到雲妮的演唱驚為天人，他有一
次接受「早安美國」訪問時說：「聽到這位年

輕女孩在歌曲中注入這樣的烈火，直讓我
的背脊出現強烈的激盪。」他牽線讓Arista的
總裁以一紙全球性的合約簽下雲妮。

雲妮侯斯頓 1985 年推出同名專輯狂賣
2400 萬張，創下美國女歌手首次發片最佳
銷售成績，更以《全心全意》（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一曲拿下格林美最佳流
行女歌手獎。1987 年，她的第 2 張專輯
《雲妮》（Whitney）再次擄獲歌迷的心。

雲妮侯斯頓1980年代及1990年代有11
首熱門歌曲，登上美國音樂雜誌《告示牌
》（Billboard）所製作的唱片排行榜第一位
。她1985 年推出首張專輯，2009 年推出最
後一張專輯。她的唱片在全球總銷量高達

1.7億張。
1992 年 發 行 《 保 鑣 》 （The

Bodyguard）電影原聲帶專輯，創下女歌手
連續發行3張專輯都突破900萬張銷售量的
風光紀錄。

《保鑣》電影主題曲《我會永遠愛你
》（I Will Always Love You），1993 年
在 告 示 牌 排 行 榜 百 首 熱 門 單 曲 榜
（Billboard Hot 100）締造連續 14 週穩
坐冠軍的紀錄，橫掃世界各國流行音樂排
行榜，讓她抱走了格林美年度最佳專輯、
最佳唱片等大獎。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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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華麗 成就斐然

1989年，雲妮侯斯頓在靈魂列車音樂
獎結識鮑比布朗（Bobby Brown），兩人
交往三年結婚。婚後她隨他吸大麻、可卡
因，美國《國家詢問報》曾刊出她家浴室
的照片，裡面盡是禁藥、毒品、殘羹和酒
瓶。她曾先後兩次被送進戒毒所。

雲妮侯斯頓嫁給鮑比布朗時曾說：
「我找到一個好男人，他照顧我，我再也

不怕任何事。」沒想到這個男人後來打得
她鼻青臉腫，還拖她吸毒。

2001年她好不容易獲唱片公司續約，
簽約金高達 1 億美元，隔年發行《就是雲
妮》（Just Whitney）專輯，卻僅賣出300
萬張。

2002 年 ， 雲 妮 接 受 美 國 廣 播 公 司
（ABC） 新 聞 雜 誌 節 目 《 黃 金 時 段 》
（Primetime）專訪時，首度坦承自己確實

有酗酒、使用大麻、可卡因等毒品，有七
個月的時間整天穿着睡衣。她說： 「最大
的惡魔是我自己，我既是自己的最好朋友
，也是最糟的敵人。」

雲妮在2005年開始接受藥物治療，在
第二次（2006年）完成治療計劃之後，雲
妮決定與丈夫離婚，並且得到女兒的監護
權。並與良師益友克里夫大衛合作，於
2009 年發行她睽違 7 年的最新作品。但
2010年她在倫敦開唱，因為倒嗓、走音問
題，讓數百名粉絲在20分鐘後憤怒的離席
，更挨批 「過氣天后」，巡演也被視為一
場災難。後來她道歉、自嘲的說： 「有時
候，那個老女孩會唱歌，但不是今晚。」

雲妮侯斯頓早前復出拍戲，她主演及
監製的新作《閃耀》（Sparkle，暫譯）已
拍竣並將於 8 月上映。《閃耀》是部重拍

電影，背景是 60 年代樂壇，由選秀節目
《美國偶像》（American Idol）第六屆冠
軍裘汀史芭克絲（Jordin Sparks）演戲中
的女子組合主音歌手，侯斯頓則飾演她的
母親。 （世界新聞網）

【本報訊】綜合路透社、法
新社 12 日消息：根據美國娛樂雜
誌《People》報道，雲妮前夫鮑比
布朗（Bobby Brown）在得知死
訊後用電話通知親戚這項消息，
情緒也從最初的震驚轉為悲痛。

據悉，這名接到電話的親戚
說法表示： 「鮑比打給我時，已
經難過得無法言語。他痛哭失聲
……無法自已。」這名親戚還說
： 「鮑比深愛雲妮，這個消息對
他是嚴重打擊。」

雲妮侯斯頓 1992 年下嫁歌手
鮑比布朗，兩人的結合令外界詫
異，認為形象美好的雲妮侯斯頓

怎會嫁給 「壞小子」鮑比布朗，
而且鮑比布朗早有孩子。兩人隔
年生下一女，之後鮑比布朗多次
因為酒駕、持有毒品等問題被捕
，最後兩人也以離婚收場。

雲妮侯斯頓 1993 年告訴《滾
石》雜誌： 「當愛了就是愛了。
我是說，你會因為某人形象跟你
不同而停止愛他嗎？鮑比和我基
本上背景相同。你遇到某人，就
試着接受他的形象，形象只是人
的一部分，不能代表整個人。我
不是整天都穿着華麗禮服，也不
是誰的天使。我也會有低潮，也
會變得骯髒邋遢。」

雲妮前夫聞訊崩潰

▲雲妮和前夫鮑比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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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現場無犯罪跡象
雲妮的友人首先以電話通知飯店保安，保安再通知緊

急救援911，當救護人員到達時，雲妮已經沒有反應。洛
杉磯警方幾分鐘後抵達現場，救援人員已經對雲妮進行心
肺復蘇程序，但沒有效果，於11日下午3時55分宣告死
亡。雲妮的發言人佛里佐（Jill Fri）表示： 「不幸地，
這消息是真的。」警方發言人羅森（Mark Rosen）表示
，遺體目前仍在該飯店內， 「現場沒有明顯的犯罪跡象，
目前警方正展開調查」。

雲妮死亡的細節 12 日陸續曝光。據了解雲妮被發現
死於浴缸中，因此有溺死的可能。當急救專家到達時，雲
妮的遺體已被移出浴缸。因此需要驗屍後才確定她是因濫
用藥物、溺死或其他原因致死，警方在房間中找到處方藥
物，但沒有證據顯示她喝了酒。

格林美獎將於 12 日登場，這曾是這位流行天后發光
發熱的舞台，雲妮的死訊勢必讓這個樂壇年度盛事蒙上陰
影。最新消息指出，格林美獎主辦單位臨時決定，12 日
晚典禮將增加追思單元，由奧斯卡與格林美雙料得主珍妮
花哈德遜（Jennifer Hudson）獻唱。

兩日前露面需友攙扶
雲妮最近一次公開露面，是在9日晚間出席格林美獎

晚宴活動，雲妮在台上從搖滾藍調歌手普賴斯（Kelly
Price）手中拿起麥克風演唱幾句，不料竟成為最後一次
舞台演出。

由9日晚間拍攝的相片看來，身穿黑色貼身連身短裙
的雲妮頭髮凌亂，眼神茫然，看來狀況不佳，更被發現她
左手手臂上，有着一條長長的疤痕，而左小腿上還有看來
剛乾掉的血漬，需要友人攙扶才能離開會場。

雲妮的母親西西侯斯頓（Cissy Houston）在雲妮過
世前曾經打電話給她，兩人聊了25到30分鐘，一切看來
正常，雙方談到參加發掘雲妮的音樂製作人戴維斯
（Clive Davis）的格萊美獎派對。

另一位靈魂藍調歌手華瑞克（Dionne Warwick）也
在她過世前幾小時和雲妮通話，雙方談到派對座位安排，
言談間也無異狀。

傳溺斃酒店浴缸傳溺斃酒店浴缸 格林美典禮將追思格林美典禮將追思
【本報訊】綜合法

新社、美聯社、星期日
泰晤士報、中央社12日
消息：美國警方表示，流
行音樂天后和女演員雲
妮 侯 斯 頓 （Whitney
Houston）11 日被發現
於比華利山希爾頓飯店
內喪生。她的公關也證
實，雲妮侯斯頓辭世，
享年4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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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保鏢》原聲大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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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的雲妮侯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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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震驚 眾星哀悼
格林美主席兼行政總裁

尼爾．伯特奴

老牌歌手東尼班尼特
（Tony Bennett）

樂壇天后瑪麗嘉兒
（Mariah Carey）

美國著名流行歌手
Cristina Aguilera

加拿大小天王
Justin Bieber

Facebook行政總裁
朱克伯格

「今天，唱片業的一盞明燈熄滅了，我們向她的家人、朋友以及
所有被她的美麗聲線打動過的人們，致以我們最深切的哀悼。」

「真是一場慘劇。雲妮侯斯頓是我所聽過的最偉大的歌手，她會
被人們深切懷念的。」

「作為地球上擁有最出色聲線的偉大歌手之一，她永遠不會被遺
忘。」

「我們失去了另一位傳奇人物。將愛以及祈禱獻給雲妮的家人。
她將永存我們心中。」

「最偉大聲音的其中一位離開了我們。雲妮，願你安息。我為她
的家人及朋友祈禱。」

「安息吧，雲妮。謝謝你為世界帶來如此美妙的音樂。」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