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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界雅人(中
)在新劇有
不少
搞笑戲分。
網上圖片

2013年10月11日(星期五)

《律政狂人2》首播收視超《半澤》

雅人新劇再稱王
日本實力派

男星土界雅人最近
憑日劇《半澤
直樹》人氣急

■土界雅人憑《半
澤直樹》熱爆日
本。
網上圖片

升，其主演的
新劇《律政狂
人2》(Legal
High 2)前晚首
播，平均收視
率高達21.2%，超過《半澤》首播的19.4%，亦比近年另一
人氣日劇、松山島菜菜子的《家政婦三田》首播的19.5%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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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界 雅人主演的《律政狂人》
去年4月首播時，平均收
視率僅得12.2%，今次續集《律
政狂人2》首播卻錄得21.2%的
高收視，幾乎是前作的雙倍，
當中播出片尾曲《SLY》時，
更錄得瞬間最高收視率23.5%。
除因前作《律》劇本身具有口
碑，已有一定的捧場客外，土界
雅人挾 《半澤》的高人氣，
令《律2》備受關注。

■權相佑前日去電台宣傳
網上圖片
新劇。

■李敏鎬首集大騷
肌肉。 網上圖片

人氣地位超木村拓哉

土界雅人在新劇繼續飾演我行 作品都引起熱話，拿下高收視 《Medical Top Team》於同時段
我素的毒舌律師古美門研介， 率 ， 《 律 2 》 更 有 機 會 超 越 首 播 ， 《 繼 承 人 們 》 雖 以
夥同滿腔熱血、正義感十足的 《半澤》，於大結局時再創佳 11.6%平均收視率輸給池城主
新人女律師黛真知子(新垣結衣 績，所以傳媒都封他做「新收 演的《秘密》，屈居該時段收
飾)解決各種法律事件，是一部 視率男神」，甚至指其地位已 視亞軍位置，但比權相佑新劇
僅得7.3%的成績為佳。《繼》
搞笑的法庭劇。今輯更找來型 超越萬人迷木村拓哉。
劇由多位年輕型男出演，李敏
男岡田將生和著名女星小雪加
李敏鎬新劇贏權相佑
鎬在首集更打赤膊衝浪，吸引
盟，陣容鼎盛。
此外，前晚除了日劇《律2》 不少女觀眾支持，而該劇女主
首集講到未嘗過敗績的古美
門首次踫壁敗訴，隨即接下小 首播外，韓國則有型男李敏鎬 角朴信惠日前受訪時，表示希
雪飾演的死刑犯的案件，究竟 主演的新劇《欲戴王冠，必承 望於30歲前結婚。
■文：Mana
他在第二集中能否一雪前恥， 其重─繼承人們》(簡稱《繼
令人期待。因土界雅人一連兩部 承人們》)，以及權相佑主演的

《Barbie Live!》真人音樂劇今晚首映

患糖尿病後首現身

湯漢斯錫身 拒再增肥減磅

Barbie

英國時間10月9日，第57屆
BFI倫敦電影節開幕，金像影
帝湯漢斯(Tom Hanks)主演的
新片《盜海狙擊》(Captain
Phillips)以開幕片登場，是他
本周一自爆患第二型糖尿病
後首度公開露面，他精神奕
奕，受訪時透露不會再為角
色而去增重或減肥，並強調
現在健康狀況良好，影迷不
用擔心。
湯漢斯攜同妻子Rita Wilson
亮相紅地毯，並親切地為影
迷簽名。因他日前在清談節
目《大衛牙擦騷》自爆確診
患上糖尿病，所以他受訪時大派定心丸，指自
己並非患上第一型糖尿病，只要正常飲食，做
運動，遵照指示吃藥就沒問題，他直言：「每
個人年紀大了，總會有健康問題，現在身體狀
況不錯，影迷不用過度擔心。」
談到他以前曾為多部電影如《驕陽歲月》、
《劫後重生》等增磅或減重，他表示今後將不再
接演該類型的角色，笑稱這是年輕演員的遊

■湯漢斯獲影迷索
取簽名。 美聯社

戲，他已經年屆57歲，難以想像自己再為角色
去犧牲。他亦認同為演戲改變體重可能是導致
患糖尿病的其中一個原因，因為當時要經常吃
垃圾食物，又不運動，但他認為自己屬於遺傳
性易患糖尿病的類型，笑言自7歲起其生活習慣
已埋下患病伏筆。他婉拒向患有相同病情的名
人作任何建議，稱每個人有自己的方法。
■文：Mana

娛聞雜碎
■韓國女星尹恩惠的
新劇《未來的選擇》
昨日舉行記者會，她
和鄭容和上台合照
時，突然笑場。
網上圖片
■韓國男歌手兼JYP娛
樂社長朴振英昨日下
午舉行婚禮，邀請了
YG社長楊賢碩、裴勇
俊、PSY、Rain、白智
英夫婦等多位好友出
席，但婚禮謝絕傳媒
■尹恩惠、鄭容和
採訪。
■韓國人氣組合BIGBANG成員TOP透露早前拍攝新片
《同窗生》時，手部曾多次受傷。另，隊友太陽上傳背
影照，公開即將回歸樂壇的造型。
■韓國女子組合miss A成員秀智昨日19歲生日，她上傳
慶生派對的視頻，片中她戴 耳仔耳，笑容滿面。
■韓國女歌手Rottyful Sky日前因腦死離世，好友韓惠
珍、嘉熙等昨日現身靈堂送別。
■日本尊尼事務所組合KAT-TUN前成員田中聖前日遭
公司解僱，其前隊友龜梨和也在官網留言向歌迷道歉。
■加拿大小天王Justin Bieber昨晚在首爾舉行演唱會，
BIGBANG隊長G-Dragon以嘉賓身份登場，熱唱
《Crayon》
。
■荷里活青春女星Vanessa Hudgens日前受訪時，透露
自己其實不愛夜蒲。

■湯漢斯攜愛妻亮相紅地毯。

美聯社

祖舒克治遜 不拒同性追求

■祖舒克治遜為雜誌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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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里活型男祖舒克治遜(Josh Hutcherson)日前為雜
誌《Out》拍攝11月號封面，宣傳下月22日上映的
新片《飢餓遊戲：星火燎原》
。談到其愛情觀時，
他表示自己幾乎是「直男」
，直認最喜歡女生，但
他認為世事無絕對，不排斥有一日他會被男同志吸
引，跟對方拍拖。他直言：「把自己百分百定為甚
麼類型的人是一種短視和保守的想法。」
另外，他又談到希望教導小孩子平等待人，不要
歧視別人的性取向，並教育孩子們多關懷別人，為
杜絕校園欺凌出一分力。
■文：Mana

保羅麥卡尼 校園騷向妻子示愛
前披頭四(Beatles)成員保羅麥卡尼(Paul ■ 保 羅 麥 卡
McCarteny)前晚在殿堂級歌手Tony Bennett創 尼 前 晚 在 校
辦的藝術學校舉行演唱會，吸引數百名高 園開騷。
中生捧場。當晚他熱唱13首名曲，當中包括
美聯社
《Hey Jude》
、《Eight Days a Week》
、《Jet》
等大熱作，其間他不時跟學生閒聊，指經
常有人問年屆71歲的他將於何時退休，他直
言：「不會。」又鼓勵學生只要堅持理
想，必可成功。當晚他唱出最後一首歌
《New》前，他向妻子Nancy Shevell示愛，祝
賀他們結婚兩周年快樂，指妻子觸發他創
作該曲，博得全場掌聲。
■文：M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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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主演對演出充滿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 真人音樂劇《Barbie Live!》將於今晚起
假九展匯星舉行6場公演，昨日音樂劇舉行傳媒試映場，3
位主角Chelsea Rae Bernier、Katrina Victoria Asmar和Randy
Dierkes更於演出後接受訪問，大讚Barbie超越世代，影響深
遠，並透露音樂劇內有宣揚友誼等勵志訊息，適合各個年
齡層的觀眾欣賞。
是次音樂劇講述Chelsea飾演的Barbie利用自身經驗，鼓
勵正在拍攝電影的好友Teresa(Katrina 飾)如何對抗壓力，專
注演出，而Randy則飾演Barbie的男友Ken。3位主角受訪
時，透露演出前做足功課，不單看過Barbie的劇集，更和
該品牌的負責人對話，深入了解角色的性格，捉摸角色的
神髓。
雖然Barbie誕生已經超過半百世紀，但他們讚Barbie是超
越世代的品牌，Chelsea謂兒時曾跟祖母、媽媽一起玩
Barbie，男生Randy也曾陪妹妹玩過，Katrina則透露家裡收
藏了Barbie的玩具屋。問到Chelsea覺得自己甚麼地方跟
Barbie最相似？她指Barbie讓大家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她
希望自己如Barbie般，透過演出讓觀眾了解到友誼的重要
性，以及要相信自己，所以該劇不但適合小朋友，也適合
大人觀看。他們更透露屆時會換上261套服裝，讓觀眾進入
Barbie的時裝世界。
■採訪、攝影：陳敏娜

■眾主演在台上載歌載舞。

Pharrell Williams領軍
12月襲港辦BLOHK Party

■Pharrell Williams兼任是次
活動策劃。

節奏藍調金童兼格林美得主Pharrell
Williams將夥同格林美得獎組合Justice
的Gaspard、著名DJ及監製Breakbot等
音樂單位，於12月7日假西九龍文化
區海濱長廊舉行首屆「BLOHK
PARTY 2013」，Pharrell除有份出演
外，更負責策劃是次活動，而香港則
有陳冠希、LMF、廿四味等作代表參
加。活動以紐約市街頭盛行的block
party為藍本，結合音樂、美食和時尚
三種不同元素，務求讓港迷感受到跨
文化體驗。門票劃分3種，最貴是
$1288的VIP門票，將於明日起作公開
發售。
■文：Ma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