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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星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敏娜) 韓國人氣綜藝
節目《Running Man》前日來港取景，主持人
劉在石、宋智孝、金鐘國、池石鎮、李光
洙、 HAHA(河東勳)及Gary(姜熙建)，連同嘉
賓李敏貞和鄭容和，前日分成3組在中環、尖
沙咀進行比賽。他們前晚預定在旺角朗豪坊
進行拍攝，但因現場聚集了逾5000名粉絲，
即使商場宣佈清場仍不願走，他們被迫改在
隔鄰的朗豪酒店拍攝，拍至凌晨3時多才拍
畢。

因商場早前出了通告通知商戶有關拍攝的
詳情，令粉絲一早聞風而至，早在下午4時多
已到商場霸位。商場在晚上7時關閉部分往上
的扶手電梯，及後更宣佈拍攝已取消，望粉
絲會自動離去，可惜效果不大。在場外，有
粉絲見到藝人們坐開篷巴士到達，不顧危險
衝出馬路包圍巴士，3條行車線全被粉絲包

圍，在場的兩位警察見情況不受控制，馬上
要求增援，最後有20多位警察擺出鐵馬陣，
才成功維持秩序。因粉絲人數眾多影響拍
攝，商場於晚上10時強制清場，保安善意勸
導粉絲離去期間，有男粉絲情緒激動，與保
安發生突激。鑑於清場進度緩慢，《Running
Man》攝製隊於半夜決定改在朗豪酒店拍
攝，而有份出演的港姐林莉的經理人姚樂怡
亦在微博發文，指原定11時半收工，最後延
至凌晨3時半才結束。

《Running Man》成員昨早5時多又繼續開
工，各人分別在九龍公園、海洋公園、黃大
仙、旺角等地進行個人賽後，即前往昂坪360
拍攝追逐戰，其間有傳金鐘國受輕傷。拍攝
完畢後，劉在石和池石鎮已於昨午4時多返回
韓國；鄭容和則乘半夜的飛機離開。其他藝
人即乘今午的飛機返韓。

■英國名導演Ken Russell(見下圖)於英國時間11月27
日在家中睡夢中離世，終年84歲。其經典作品有

《風月寶鑑》、《湯美》、《驚變》及《魂斷仲夏夜》
等。 路透社

■畢彼特主演的《生命樹》於昨日舉行的第21屆美國
葛咸獨立頒獎禮拿下「最佳電影獎」，一同分享此殊
榮的還有加拿大影星Chrisotopher Plummer主演的喜
劇電影《Beginners》。

■「靚太」伊娃朗歌莉亞(Eva Longoria)接受《名利場》
訪問時透露與彭妮露古絲(Penelope Cruz)胞弟
Eduardo熱戀中。

■前日公開戀情的李孝利捐出約680萬港幣予愛護動物
權益組織。該組織計劃以李孝利名義設立動物收容
中心，幫助被遺棄的動物。

■朴信惠前日在Twitter透露是次學期的成績不理想，
後悔決定同時兼顧學業和工作。

■瑛太主演的真人版電影《七金剛》將於下月上映，
昨日他率領椎名桔平、阿部力等人出席在東京巨蛋
舉行的2萬人首映禮，為新作造勢。

■木村拓哉主
演的新劇《南
極大陸》於上周
日播出新一集，
平均收視率再度

下 跌 ， 由
19.1%回落至

13.4%，情況
令人擔憂。

英國時間11月28日，英國時裝
大獎(British Fashion Awards)在倫敦
舉行，碧咸嫂Victoria(見圖)穿 黑
色露背晚裝示人。當晚她由好友
兼名設計師Marc Jacobs手中接過

「設計師品牌獎」，激動到當眾落
淚。致謝辭時，她先向觀眾致
歉：「很抱歉哭成這樣，我真的
很沒用。」她感謝工作團隊、父
母親、兒女們，特別感謝老公碧
咸，直言：「沒有碧咸的支持，
我不會有勇氣創立自己時裝事
業。」她對於自己灑淚於人前的
行為感到羞愧，解釋自己實在太
緊張，該獎對其意義重大，曾試過忍淚，可惜不成功。她迫不
及待將獎座拿回家與兒女們分享，笑言：「他們可以拿回學校
炫耀。」

■文：Mana/ 圖：美聯社

日本童星蘆田愛菜(見圖)代言的廣告數目和酬勞之
多，即將成為日本藝能界的女星之最。單單今年上半
年她已代言9家品牌，代言酬勞逾2000萬日圓(約200萬
港元)，所以今年其廣告收入保守估計有2億日圓(逾
2000萬港元)，有消息指她現時已與12家品牌簽約，預
料明年更增至4億日圓(逾4000萬港元)，年僅7歲的小愛
菜因而將成為日本史上最年輕的「廣告女王」，認真厲
害。據知，愛菜在廣告商中備受青睞原因，有傳因一
位在藝能界甚具影響力的事務所高層視她為孫女一般
愛錫，但凡可於綜藝節目上露面的機會，都會盡量安
排她出演，增加曝光率，她可謂遇上伯樂。

■文：凡文/ 圖：網上圖片

最近正忙於拍攝新一輯《蝙蝠
俠》電影《The Dark Knight
Rises》，在戲中飾演貓女俠的安
妮夏菲維(Anne Hathaway)(圖左)

於 本 月 2 7 日 與 男 友 A d a m
Shulman(圖右)在紐約布魯克林公
園甜蜜約會時，她被拍到手上多
了一枚戒指，當時已傳言二人喜
事近，昨日她透過發言人宣佈與
男友訂婚，但發言人拒絕透露其
他細節。

據悉，該枚戒指是身兼演員與珠寶設計師的Adam特意與名珠
寶品牌Kwiat Heritage合作設計。安妮08年與男友Raffaello Follieri
分手後，即與Adam撻 ，雖然安妮近年晉升成一線女星，
Adam與她的名氣相距甚遠，但安妮對男友評價甚高，交往3年
後終肯訂婚。 ■文：Mana/ 圖：美聯社

英國《Heat》雜誌昨日公佈30歲以
下英國藝人的身家排行榜，年僅22歲
的「哈利仔」丹尼爾域基夫(Daniel
Radcliffe)(見圖) 莊，以年收5180萬
英鎊(約6.3億港元)成為冠軍，身家比
去年進賬多610萬英鎊。《吸血新世
紀》系列電影男主角羅拔柏迪臣(Robert Pattinson)則力壓《哈利
波特》的「妙麗」愛瑪華生(Emma Watson)及「榮恩」魯拔格連
特(Rupert Grint)，由去年排名第5跳升至第3名。《加勒比海盜》
系列女星姬拉麗莉(Keira Knightley)則以3009萬英鎊繼續穩守第2
位。目前正停工養聲的新晉實力派女歌手Adele首次進榜已排名
16，其第2張專輯《21》預計將成為今年全球最暢銷的唱片。

■文：Mana/ 圖：資料圖片

《Running Man》被迫轉場取景
5000粉絲逼爆商場驚動警方

蘆田愛菜將成最年輕廣告女王

由影山浩宣、遠藤正明、北谷洋、奧井雅美
及福山芳樹組成的日本動畫歌曲演唱團體JAM
Project(見圖)明日將聯同專屬樂隊假九展舉行

跨年巡唱「JAM Project
LIVE 2011~2012
GO!GO!GOING!!」之
香港站演出。其實去年
JAM Project曾聯同專屬
樂隊來港演出，歌迷反
應熱烈，故今年他們再
度來港會樂迷。

今日JAM Project一行
30多人將飛抵本港，
為 明 天 的 巡 唱 做 準

備。他們更會於明日下午先跟港迷舉行歌迷
聚會，為明晚的巡唱預熱。

■文：凡文

30歲以下藝人富豪

膺設計師品牌獎激動落淚

「哈利仔」蟬聯榜首

Victoria自嘲無用

安妮夏菲維與奀星男友訂婚

雖然今年頒獎禮獲SJ、少女時代、2NE1等人力撐，但去年有出席
的BIGBANG、Wonder Girls、2PM等人氣組合則悉數缺席，令

頒獎禮美中不足。不過，MAMA邀請了李秉憲、金喜善、尹恩惠等影
星擔任頒獎嘉賓，增添星光。金喜善身穿紅色長禮服亮相紅地毯時，
透露去卡拉OK最喜歡唱少女時代及2NE1的歌，男團BEAST的歌曲亦
蠻喜歡，但受聲線限制，比較少唱。

SJ多國語言謝歌迷
頒獎禮由影星李秉憲揭開序幕，他以流利英文表示能夠擔此重任感

到極大的榮幸及興奮。大會安排世界著名鋼琴家郎朗與BEAST合作

外，SJ、少女時代及2NE1亦有擔任表演嘉賓，大唱新歌。SJ率先拿下
最受歌迷歡迎獎時，感謝當地歌迷的愛戴，及後當他們獲贈「最佳男
子組合獎」時，圭賢以中文直言：「我們以後也跟現在一樣努力，希
望跟大家永遠在一起，希望永遠支持我們，謝謝大家。」影星金喜善
壓軸登場頒發「年度專輯獎」時以中文打招呼，並謂參與盛事感到激
動。當SJ得悉獲獎後，成員們開心到擁作一團，隊長利特以中文高呼

「開心嗎?」又稱他們擁有世界上最棒的歌迷，還以中英日等多國語言
感謝歌迷的支持。

影星尹恩惠頒發「年度歌手獎」時，亦大騷中文，還教一同頒獎的
男嘉賓如何說「很久不見」。當她宣佈少女時代獲獎時，她們均感難
以置信，手拉手興奮地跑上台領獎。而失落「最佳女子組合獎」的
2NE1則拿下另一大獎「年度歌曲獎」。金賢重和白智英則分別獲頒最
佳男女歌手獎，後者更憑《秘密花園》插曲《那個男人》拿下「最佳
OST獎」。

金賢重爆明春拍新劇
昨日早上10時，SJ、少女時代、2NE1、金賢重等人出席記者會。因

今次是SM娛樂與主辦單位Mnet近年不和後首度破冰，因此少女時代
表示相隔這麼久，能夠再度出席MAMA感到特別緊張及激動。她們透
露會表演新歌《The Boys》，還不忘宣傳下月在新加坡舉行的演唱會，

亦指因MAMA會在20個國家轉播，期望藉此讓更多人認識她們。
而被喻為少女時代競爭對手的2NE1則抗拒被比較，直言：「我們來

新加坡是為了一起享受音樂的快感，能向大家展示新舞台已很開心，
而且我們的長處就是音樂。」她們更有幸與黑眼豆豆成員Will.I.Am同
台演出，大讚對方擁有強烈的個人色彩，又期望去德國，並透露進軍
歐洲市場的慾望。

日前剛完成日本巡唱的金賢重爆料明年4月會拍攝新劇，更為此推
遲原定舉行的世界巡迴演唱會時間。對於自己的新碟在Billboard取得
好成績，他稱感到開心，笑說拿了韓國第一等同拿了世界第一。

JAM Project今抵港準備明日巡唱

■鄭容和(中)擺出趣致姿勢讓攝製隊拍攝。 網上圖片

■男粉絲不願離開，與保安
爭執。 陳敏娜 攝

■逾5000名粉絲佔滿商場各
層，不願離去。 陳敏娜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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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敏娜) 2011年MAMA頒獎禮(Mnet

Asian Music Awards)昨晚在新加坡舉行，一共頒發了18個

獎項，當中Super Junior(SJ)拿下年度專輯、最佳男子組合

和最受歌迷歡迎三個獎，成為當晚的大贏家，同門師妹少

女時代亦不遑多讓，拿下年度歌手及最佳女子組合兩個

獎，2NE1則憑《我最棒》膺「年度歌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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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 Junior精神奕奕
向歌迷打招呼。 美聯社

■少女時代彎身時，手掩胸口，避免走光。美聯社

■李秉憲負責為頒獎禮開場。
法新社

■ 金 賢 重 在 典 禮 上 表 演 新 歌
《Swing Dance》。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