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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2011年傳出解散風波後，昨日有日本
傳媒踢爆指，韓國5人女子組合KARA除
姜知英的合約於明年4月到期外，其餘4名
成員的合約更早於明年1月到期，有傳她
們將會解散，今年11月的神戶演唱會即是
她們在日本最後的公開活動。

她們的經理人公司DSP Media昨日回應
解散傳聞時透露，朴奎利、韓勝妍和具荷
拉三人已經和公司續簽2年合約，但Nicole
則無意續約，暗示她將會退隊。他們也坦
承姜知英正考慮休息，去海外留學，卻不
代表她會退隊，暫時她仍然會努力履行工
作。他們強調即使有成員退出，KARA也
絕不會解散。 ■文：Mana

Nicole拒續約
KARA堅稱絕不解散

韓國型男蘇志燮夥同喜劇女王
孔孝真主演的新劇《主君的太陽》
前晚播出大結局，平均收視率終
突破20%大關，達21.8%，完美收
官。

當日蘇志燮拍畢殺青戲後，向
工作人員逐一送上波鞋，感謝劇
組這3個月來的辛勞。他表示首次
挑戰喜劇，起初很擔心自己能否
演好，苦惱了一段長時間，拍攝
期間發現自己原來也有搞笑的天
份，甚至能即興演出，自己也感
到驚訝。他坦承對劇終沒有真實

感，又直言：「心情既高興亦有點留戀，《主》劇帶給我很多美好
的回憶，會成為我今後拍戲的動力，希望大家不要太快忘記我飾演
的朱中元。」當晚他還夥同劇組一同觀看大結局，但因他正準備下
一部作品，所以戴cap帽現身，避免造型曝光。 ■文：Mana 

大結局收視破21%
蘇志燮贈劇組波鞋

荷里活女星茱莉安摩亞(Julianne Moore)前日名留荷
里活的星光大道，摘下第2,507顆星！在典禮上，茱
莉安的丈夫和兩名孩子、男星祖瑟哥頓利維(Joseph
Gordon-Levitt)以及新片《Carrie》的拍檔嘉兒莫蕊茲
(Chloe Grace Moretz)均前來撐場祝賀。大會力讚茱莉
安一直以來的演藝工作，稱其演技能牽引眾人的
心，並形容她是一位現時最有天賦和魅力的女星，
而茱莉安摩亞在台上表示永遠都想不到自己能夠

「摘星」，並多謝家人的支持。茱莉安多年佳作甚
多，例如2002年《此時．此刻》(The Hours)的角色便
相當深入民心。 ■文：Bo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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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哈利仔」丹尼爾域基夫(Danie l

Radcliffe)近日為新片《Kill Your Darlings》
忙於宣傳和接受訪問，前晚他便在節目

《Watch What Happens Live》露面，其
間更自爆正在拍拖，不過他就沒有透露
對方是誰，只說自己喜歡聰明的女性。
另外，主持人又舊事重提，談起丹尼爾
曾承認把「處男」之身獻給年紀較他大
的女友，因而問到他現在「口味」是否
與以前一樣，喜與年紀大的女性拍拖？
丹尼爾就似乎很不好意思說道：「我很
難可以去否認。」 ■文：Bosco

娛聞雜碎

Sinead發公開信還擊
美國青春女歌手Miley Cyrus與著名愛爾蘭唱作歌手Sinead O'Connor

在網上展開對罵，Miley在網上嘲諷Sinead患精神病，令Sinead以一大
篇幅的公開信還擊，更指Miley這樣做比做妓女更愚蠢。

Miley近期行為經常踩界，性感程度又令人咋舌，Sinead好言相觀
未獲正面回應甚至「辣 」Sinead，嘲笑對方有精神病。Sinead前
日看不過眼，在網上寫公開信教訓Miley，內容指對方「辣 」她比
做妓女更愚蠢，將來她也有機會患上精神病，她寫道：「你有沒有
想過嘲笑別人患有精神病是多麼愚蠢和危險？你將來有一天也會患
這種病，這是毫無疑問的。」話說Miley在Twitter留言暗示Sinead比
電影《戀愛大爆髮》(Hairspray)麻煩女星Amanda Bynes更早有精神
病，對此，Sinead就揚言如果對方不把留言刪除或會採取法律行
動。

不過，Miley對Sinead的長篇公開信似乎不以為然，只是留言回應
道：「我沒有時間寫回一封公開信給你，因為這星期我要在《SNL》
主持和演出。所以如果你想見面和傾談，請在你下一封信話我
知。」Miley繼續我行我素，攝影師Terry Richardson前日發放一輯
Miley挑戰性感底線的照片，如果不說還真以為她在拍三級照。其中
她穿 緊身衫，下身僅僅遮蔽重要部位，又做出趷籮、把手放在下
體等動作，認真不文。 ■文：Bosco

■荷里活青春女星

Vanessa Hudgens前

日在紐約出席活動時

展現新髮色兼大派香

吻。 美聯社

■荷里活資深演員

Samuel L. Jackson大

爆 女 星 E l i z a b e t h

Olsen將參演《復仇

者聯盟》續集。

■真人騷女星Kelly Osbourne與Taylor Swift日

前玩自製曲奇，二人穿圍裙的照片已放到網

上分享。

■金像影后珍妮花羅倫絲新片《American

Hustle》的海報曝光，珍妮花以一身白色低

胸裙大騷身材。

■韓國人氣組合Super Junior成員金希澈上電

台節目接受訪問時透露已成功戒煙與曾做整

鼻手術。

■韓國演員兼歌手張娜拉將於下月中旬發佈

新細碟《愛》，時隔1年6個月後重歸韓國樂

壇。

■韓國型男李敏鎬主演劇集《繼承者們》的

劇組近日公開劇照，照片中見李敏鎬與身材

魁梧的外國人打架，上演一幕英雄救美。

■韓國龍頭經理人公司SM娛樂將發行月刊雜

誌《The Celebrity》，男星張東健會登上首期

封面。

■日本女星仲里依紗昨日凌晨為丈夫中尾明

慶誕下重5.8磅的男嬰。

■日本百變女歌手Kyary Pamyu Pamyu前日

在Twitter表示被偷拍，但就沒有透露更多詳

情。

前日，新片《黑權大狀》
(The Counselor)在倫敦舉行首
映禮，於7月誕下第2胎的荷
里活女星彭妮露古絲(Penelope
Cruz)現身示人，她身穿一襲
黑色長裙，身材可謂已回復
到未大肚前的最佳狀態，修
身相當成功。而彭妮露的丈
夫、同是戲中演員的積維亞
巴頓(Javier Bardem)亦有陪伴
到場，雖然在藍地毯上兩夫
婦沒有合影，但在鏡頭後他
們就十指緊扣，表現恩愛。
當日同場的還有拍檔米高法
斯賓達(Michael Fassbender)和
導演烈尼史葛(Ridley Scott)
等，彭妮露在戲中飾演米高
的未婚妻。 ■文：Bo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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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安摩亞（右）獲新片拍檔恭賀。

美聯社

■彭妮露古絲再次展現苗條身段。路透社

■丹尼爾域基夫近日忙於宣

傳新片。 法新社

■Vanessa Hud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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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新片攻釜山電影節

第18屆釜山國

際電影節前日正

式開幕，今年有

不少年輕偶像歌

手攜新片參展，

B I G B A N G 的

TOP、MBLAQ的

李准和2PM的玉

澤演昨日分別為

新片進行宣傳，

其中TOP亮相海

雲台的戶外舞台

宣傳新片《同窗

生》時，場面最

墟 。他自爆性

格較懦弱，欠缺

魅力，不如戲中

角色般充滿男子

氣概，但導演朴

弘綬大讚他其實

很溫柔，不似外

表這麼酷。

昨日TOP夥同金有貞和導演
朴弘綬連趕兩場，宣傳新

片《同窗生》，當他們去到海雲
台戶外舞台進行第2場宣傳時，
現場逼爆數百影迷。TOP在戲
中飾演為了妹妹(金有貞 飾)犧牲
一切，甘願當間諜執行危險任
務。他在戲中性格剛強，充滿
男人味，可是實際上他性格較
膽小懦弱，亦不覺得自己有魅
力，更缺乏男子氣概。

不過，朴導演讚TOP內心很
溫柔，TOP聽後大感尷尬，忍
不住打了導演一下。金有貞則
開玩笑說：「就算TOP的演技
不好，也沒有關係，因為他長
得帥，但事實上他的演技很
好。」逗笑全場，她還表示如
果現實上也有一個願意為自己
犧牲一切的哥哥就好了。TOP
回應雖然金有貞只得14歲，但
演戲上屬於自己的前輩。對於
身兼歌手和演員兩職，他兩樣
都喜歡，會繼續努力讓大家看
到自己最好的一面。

李准被爆有露股戲

另一方面，MBLAQ的李准也
夥同SS501成員金亨俊、男星姜
信孝和導演申淵植現身海雲台
戶外舞台，宣傳新片《演員就

是演員》。該片講述李准飾演的
小演員如何一夜成名，再人氣
下滑的故事。早前，李准曾透
露該片中有床戲，昨日姜信孝
大爆李准會有露股鏡頭，但安
慰李准的粉絲不用感到有負
擔，強調該片不是一部沉重的
電影，希望粉絲以輕鬆的心情
入場觀看。李准則謂當初收到
劇本後，已被第一場戲吸引，
加上戲中的情節跟現實中的自
己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才決定
接拍該片。

該片由韓國名導金基德製作
兼編寫劇本，因2008年金基德
亦曾編寫《電影就是電影》劇
本，問到兩者是否相似？導演
申淵植強調兩部電影絕不相
同，《電》片以蘇志燮和姜至
奐為主，《演》片圍繞李准作
主軸，將展現李准歌手以外的
不同面貌，又笑說：「另一個
特點，《演》片是一部19禁(禁
止未滿19歲進場)的電影。」李
准慨嘆活動時間短，不能跟粉
絲多聊天，但他們還會在釜山
多待幾天，也會出門去逛街，
如果粉絲在路上遇上他，歡迎
邀他合照。金亨俊則表示雖然
自己是李准的前輩，但在戲內
卻飾演對方的後輩，雙方沒有

因此感到不便，合作很愉快。

玉澤演喜愛下廚

此外，2PM的玉澤演昨日與
李沇熹也連場兩場，宣傳新片

《結婚前夜》。他大讚李沇熹為
人親切、演技好，而且二人同
年，拍攝時恍如好朋友般，非
常合拍，不過，他開玩笑稱李
沇熹唯一的缺點是太漂亮，是
非常嚴重的問題，逗笑全場。
澤演在戲中飾演廚師，他自爆
平時喜愛下廚，更自認廚藝了
得，閒時愛看烹飪書學習料
理，令人吃驚。

除韓國明星外，日本男星西
島秀俊昨日亦攜同韓國女星金
孝珍出席日韓合作片《無名人》
的宣傳活動。談到在日韓關係
緊張，跟韓國人合作電影有何
感想時，西島直言：「拍畢該
片時，看到韓方工作人員流下
眼淚，我大為感動。」他希望
影迷抱 單純、看電影的心情
去看該片，更期望每位影迷會
捧場10次。金孝珍則很榮幸能
跟這麼棒的演員合作，獲益良
多。另一日本巨星福山雅治昨
晚則夥同導演是枝裕和出席的
宣傳活動片《誰調換了我的父
親》。 ■文：Mana 

■玉澤演扶李沇熹上台，展現紳士風

度。 網上圖片

■(左起)金亨俊、申淵植、李准和姜信孝宣

傳新片《演員就是演員》 。網上圖片

■福山雅治(右)擺出型格甫士讓影迷

拍照。 美聯社

■金孝珍(右)很榮幸能跟西島秀俊

(左)合作。 法新社

■金有貞(右)讚TOP(左)

長得帥。 網上圖片

■TOP宣傳新片，吸引不少影迷圍觀。 網上圖片

■Miley Cyrus在新一輯照片中挑

戰底線。 網上圖片

■Miley Cyrus在網上

爆發罵戰。 美聯社

■Nicole日前由日本飛

返韓國。 網上圖片

■蘇志燮難忘角色。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