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里活喜劇
大師賓士迪拿
前日夥同拍檔
Kristen Wiig，
出席新片《發
夢王大歷險》
的 試 映 會 。

美聯社
■「籮霸」珍妮花洛庇絲和前夫
Marc Anthony一同製作的真人騷
節 目 《Q'Viva！ The Chosen》
日前被控抄橋，遭索償 2500 萬
美元。
■第34屆倫敦影評人協會昨日公
佈提名名單，荷里活男星畢彼特的
新片《被奪走的12年》獲得9項提
名領先群雄。
■美國女歌手Demi Lovato落實將
辭任選秀節目《X Factor》的評判

一職，專注明年2月開始的巡迴演
唱會。
■韓國女星李多海、趙惠蓮等人日
前捲入賣淫案，昨日警方表示她們
是清白的，與案件無關。
■韓國女星李寶英前日在電視節目
中談及新婚生活，稱有幫演員丈夫
池城準備早餐。
■韓國男子組合BEAST成員龍俊
亨昨日出席電影《宇宙生還戰》的
VIP試映會，因適逢昨日是其生
日，獲粉絲送上生日祝福。
■韓國野獸組合2PM成員俊昊透
過經理人公司證實日前為電影《俠
女》練習武打戲時，手指被劃傷，
入院縫了數針。
■中川翔子昨日出席電影活動時，
即場耍雙截棍，又透露聖誕節會挑
戰烤火雞。

香港文匯報訊 由 Tony Oller 和 Malcolm
Kelley組成的美國二人男子組合MKTO上周來
港出席音樂盛事《軒尼詩炫音之樂2013》，並
抽空接受傳媒訪問。廿歲出頭的MKTO表示，
雖然他們的音樂主要反應他們這一代的想法，
但無意成為代言人去為新世代發聲，只想單純
地去享受音樂。
今次是MKTO首度訪港，心情非常興奮，更
謂一直很想來香港旅行，大讚香港天氣好、風
景美，難以想像在德州長大的他們能夠踏足香
港，並直言：「這是最好的旅程去完結2013
年。」

鼓勵年輕人嘗試
本身是演員的Tony和Malcolm因於2010年

在美劇《Gigantic》飾演好朋友而結緣，甚至成
為死黨，現在更同居做埋室友，Tom甚至以出
自另一娘胎的兄弟來形容Malcolm。不過，就
算兄弟情多好，有時也會有爭拗，但出發點都
是想做好音樂，所以他們會尊重對方，坐低慢
慢傾達成共識。
談到由演員成為歌手，他們憶述當初因發現

大家對音樂都有熱誠，抱着一試無妨、玩玩吓
的心態翻唱hit歌，放上YouTube與眾同樂，想
不到引起極大的迴響，從而獲得一紙唱片合
約，「我們只是捉緊眼前的機會，鼓起勇氣跨
出一大步。」二人指成功全因現時科技發達，
他們這一代要成名其實很容易，多利用社交網
絡便可，最緊要是肯嘗試。
廿歲出頭的他們，音樂或多或少都反應他們
身處的這一代，問到有否想過成為這世代的代
言人？他們直言：「從未想過，無人能夠代表

其世代發言，我們亦無意這樣做，我們只是享
受唱歌、享受音樂，講出我們知道的、生活上
的點滴而已。」

力讚Malcolm唱功
談到圓了歌手夢，Tom直言：「比起做歌

手，我們的夢想是享受我們做的一切，將不同
的音樂元素如rap、pop等融合在一起，歌迷又
聽得開心便已足夠。」他們形容他們是天生為
舞台而生，使命是娛樂大家，陶醉在他們的音
樂中，聞歌起舞。
談到即將推出的處男大碟，他們指會貫徹融

合的理念，專輯內包含舞曲、抒情曲等多種曲
風，Tom更爆料稱一向負責唱rap的Malcolm
有首獨唱歌，大讚隊友充滿才華，歌聲美妙，
Malcolm聽後忍不住反問：「為甚麼你以前從
未這樣讚過我？」逗笑大家。Tom面不改容地
稱句句出自真心，甚至希望找到結他，讓
Malcolm清唱給大家聽，力證自己無說謊話。

■採訪、攝影：陳敏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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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舞台而生享受音樂
MKTO拒代言新世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敏娜）韓國
人氣綜藝節目《Running Man》(RM)
的主持Gary 昨日來港，準備其Hip
Hop組合Leessang明晚假九展舉行的演
唱會。
雖然Gary臨時提早一天抵港，但昨

日仍吸引半百粉絲接機，其中有兩位粉
絲穿上猴子公仔衫示人，亦有粉絲準備
了Leessang的專輯、Gary的個人照，
以期盼拿到偶像簽名。因飛機延誤，

Gary比原定時間晚了近個半小時才抵
達。他戴着cap帽、一身全黑打扮示
人，甫現身已不停向粉絲揮手，全程笑
容滿臉，亦有收禮物，當中一份是其卡
通大頭樣的公仔，他馬上攬住不放。其
間有粉絲不小心掉了一大袋東西落地，

並發出巨響，Gary即時看着對方「O」
咀。上車後，他亦隔着車窗向粉絲揮手
說再見，非常親民。及後，有粉絲激動
地向朋友顯示獲得Gary的簽名。此
外，其隊友吉則於明日早上才飛抵香
港，二人將於開騷前接受傳媒訪問。

來自沖繩的五人組合Orange
Range落實將於明年2月23日假九
展舉行演唱會，是他們自2001年
成軍後，首度在港開騷。他們以
多變的音樂表現形式、大膽奔放
的歌詞獲得樂迷的喜愛，代表作有《上海HONEY》、《花》、電
影《電車男》的主題曲《愛的大行進》等。他們更錄製了短片跟港
迷打招呼，希望在演唱會上展示他們音樂上的各種風格。低音結他
手YOH還透露對香港的印象是一個有成龍的地方，小時候看過一
些港產片，覺得香港的街景很漂亮。演唱會門票最貴為$500，今日
起作公開發售。
此外，剛於第56屆格林美獎獲得7項提名、來自西雅圖的饒舌歌

手Macklemore將夥同製作人兼DJ Ryan Lewis亦擬於明年3月20日
假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演唱會。 ■文：Mana

韓國人氣女子組合
2NE1成員朴春日前夥
同同門師妹李夏怡，
以小分隊「春&夏怡
(BOM&HI)」 的 名義
翻唱樂壇天后瑪麗嘉
兒(Mariah Carey)的經
典 聖 誕 歌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並於本周二推出，不過，當日她在
Twitter發文表示為甚麼封面照沒有經過後期處
理，讓大家誤會她臉部很大，因而有指她對封面照
感不滿。雖然她隨後已再發文稱是開玩笑，但眼見
風波沒有停止，昨日她出席電台節目時，再度澄清
沒有感到不滿，只是希望照片能夠再美化一點。她
就事件感到委屈，又謂以後會慎言。 ■文：Mana

Gary@RM抵港打親民牌

夥李夏怡推聖誕歌
朴春叫屈不滿封面照

當日，粉絲逼爆首映禮會場，小Justin
甫現身已歡呼聲不斷，他主動與粉絲

握手和自拍，有粉絲開心到喜極而泣。雖
然日前他接受電台訪問時，揚言準備退
休，事後經理人Scooter Braun馬上澄清是
開玩笑，當日小Justin也沒有再就退休一
事發表言論，只顧與一眾到場支持的親朋
好友聊天，唱作歌手Mike Posner 到場
時，他還作狀扼對方的頸拍照，又即場玩
塗鴉，興味十足。

導演稱是麻煩製造者
據悉，該電影原定暑假期間上映，但因

小Justin接連爆出多單負面新聞，才押後至
聖誕節上映。當日其多位親朋好友也主動
回應負聞，其祖父母Bruce Dale和Diane
Dale澄清小Justin毋須入戒療所，雖然有些

負聞是真的，但大部分都是謊
言，直斥傳媒對待孫子太
可怕。他們指小Justin仍
是青少年，眼見他一舉一

動都被人放大注
視，即
使有時
行動失

常，他們也會諒解，不會責怪他。
其母親Pattie則坦承得悉負聞時感到受

傷，直言：「可能我比他傷得更重！」恩
師Usher則指小Justin愈紅，自然愈多人找
他麻煩，這是顯而易見的。導演朱浩偉
(Jon M. Chu)繼《Justin Bieber: Never Say
Never》後，再次執導小Justin的演唱會電
影，他稱小Justin雖是麻煩製造者，但是
名好孩子，不然自己也不會願意再與他合
作。

保羅獲加女兒獲邀出席
此外，小 Justin 的好友積頓史密夫

(Jaden Smith)也有現身撐場，他穿短褲示
人，略為騎呢，而早前盛傳與積頓拍拖的
真人騷女星Kylie Jenner也有到場，但二
人前後腳到場，明顯不想再拉上關係。
另一方面，已故動作影星保羅獲加(Paul

Walker)的女兒Meadow也有出席首映禮，
是她自父親離世後首度出席公開活動，只
是她沒有踏紅地毯。而就其父親車禍離世
一事，調查人員指出事車輛沒有機件故
障，道路上亦沒有任何引起意外的成因，
意外原因還須作進一步研究才能定奪。

■文：Mana

祖父母代澄清毋須戒療
美國時間12月18日，加

拿大小天王Justin Bieber的

3D 演 唱 會 電 影 《Justin

Bieber's Believe》在洛杉

磯舉行全球首映禮，小

Justin穿紅西裝、頸戴粗金

鏈示人，土豪味十足，除恩

師Usher外，其祖父母和母

親Pattie Mallette也有現身

撐場，祖父母更為他闢謠，

力撐他毋須要入住戒療所。

小Justin紅裝金鏈現首映

韓國人氣男星金秀賢夥同全智賢主演的新劇
《來自星星的男人》前晚首播，在戲中飾演外星人
都民俊的金秀賢因在地球上活了400年，因此換上
多個造型示人，當中以古裝扮相最迷人，及後，他
在一場沐浴戲中，更大方騷出六塊腹肌，加上拍檔
全智賢演技獲得觀眾認同，該劇成功以15.6%收視
率登上冠軍寶座，跟隨其後是同樣前晚才首播的
《Miss Korea》。
相反，人氣男星張根碩的《漂亮男人》則繼續
包艇，收視率僅得3.5%，成績慘淡。 ■文：Mana

金秀賢新劇首播騷肌封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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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2月首開港騷

■■有粉絲有粉絲
穿上猴子穿上猴子
公仔裝來公仔裝來
接機接機。。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GaryGary 攬實收攬實收
到的卡通大頭公到的卡通大頭公
仔仔。。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粉絲見到小粉絲見到小JustinJustin，，開心到喊開心到喊。。法新社法新社■■小小JustinJustin獲祖父母及母親捧場獲祖父母及母親捧場。。美聯社美聯社

■小Justin獲Usher現身支持。法新社

■■積頓短褲積頓短褲looklook出出
席首映禮席首映禮。。 法新社法新社

■■小小JustinJustin與與MikeMike打鬧打鬧捏捏頸頸。。法新社法新社

■MKTO一直渴
望踏足香港。

■■MKTOMKTO將香港行照片放上將香港行照片放上
網網，，與歌迷分享與歌迷分享。。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金秀賢騷出六塊腹肌金秀賢騷出六塊腹肌。。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Orange RangeOrange Range

■■問題封面照問題封面照。。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賓士迪拿賓士迪拿（（左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