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國人氣組合東方神起昨日接
棒出演「SMTOWN Week演唱
會」，碰巧昨日是他們出道10周
年的大日子，二人於開騷前先行
會見傳媒，暢談出道10年的感
想。席間，他們透露會校服開
騷，又會率先唱下月才推出的新
歌，鄭允浩更爆希望40歲前可結
婚。
二人以一身白馬王子打扮現身
記者會，但沈昌珉拿咪時，卻不
小心將咪掉到地上，一臉尷尬。
他們是次個唱以10周年為題，所
以除播出歷年片段外，亦會相隔
10年再穿校服獻唱。他們更公開
親筆信，感謝歌迷10年來的支
持，希望將來仍可一直陪伴歌迷
左右。當問到在10年後，他們舉
行出道20周年記者會，覺得屆時
會談些甚麼？允浩笑稱屆時接近
40歲，自己應該已經結婚了，亦
希望屆時仍能帶給大家最棒的演
唱會。

同日出碟硬撼Rain
此外，其經理人公司也宣佈

東方神起將於明年1月6日推出
第 7張專輯《TENSE》，新碟
命名為「TENSE」，除了解作
肌肉繃緊外，其發音亦與英文
的「10th」相似，既可紀念出道
10周年，亦可代表東方神起每
刻都繃緊神經，永不放鬆的決
心。不過，韓流天王Rain亦碰
巧於同日推出新碟，正式回歸
樂壇，兩者相信會有一番
龍爭虎
鬥，但
東方神
起 將 於
下月3日
率先亮相
音樂節目
《音樂銀
行 》 谷
碟 ， 而
Rain 則於 6
日後的《M
Countdown》
才首度現身宣
傳。
■文：Mana

校服Look開騷賀出道10周年
允浩@東方神起盼40歲前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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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人氣女子組合2NE1昨日宣佈將於明
年舉行第二次世界巡迴演唱會，將於3月

1-2日在首爾松坡區奧林匹克SK手球競技
場揭開序幕，其後將會在香港、新加坡、
台灣等13個城市開騷，暫定舉辦17場演唱
會，當中香港站定於3月22日舉行，成為
是次世巡的海外首站。
去年2NE1的首個世巡以「New Evolution」

(新進化)為題，今次世巡的主題則暫時賣關子，
留待日後才公佈。雖然暫時公佈的場次都在
亞洲地區，但其經理人公司表示其他地方仍
在商討中，不排除增加場次。

■文：Mana

香港成海外首站
2NE1世巡明年3月啟動

該劇改編自知名作家吉川英治的同名
小說，描述宮本與好友又八相遇與

分離、如何開創二刀流、與宿敵佐佐木小
次郎的數度生死決鬥、以及與女主角阿通
之間的淒美愛情故事。該劇由曾製作過電
影《宇宙戰艦大和號》和日劇《unfair》
的佐藤嗣麻子負責編寫劇本，雖然宮本一
向予人強者、超人的形象，但劇中亦會刻
畫出宮本軟弱、苦惱的一面。製作人橫地
郁英表示：「只有木村才能完美地演繹出
宮本的強大和神秘的魅力。」該劇將於明
年3月播出，共兩集，長達5小時，規模
可與電影媲美。

親揭宮本身上謎團
木村在剛播畢的日劇《安堂機械人》

中飾演冷冰冰的機械人，在《宮》劇中則
飾演充滿人情味的劍客。自小已學習劍道
的木村直言：「自小我已積累了不少『揮
刀』的經驗，對宮本武藏這個人物印象深

刻，算是『即使討厭也早已記住』的人
物，很開心今次能夠出演這個角色，宮本
本質上其實蠻怯懦，只把自己的存在價值
定義在劍道上，很期待將他身上的謎團
一一闡明。」他透露很多前輩都扮演
過宮本，他會努力演繹出只屬於木
村拓哉的宮本武藏。該劇於本月已
經正式開機，木村等人目前正在京都
趕拍外景。

殺戮場面長達10分鐘
因木村扮演知名劍客，劇中的武打場

面亦備受關注，並由負責過古裝武打片
《浪客劍心》的谷垣健治擔任動作指導。
據悉，木村將親自上陣，挑戰與死敵佐佐
木小次郎惡鬥的「嚴流島之戰」，以及
「一乘寺下行松連斬70人」等多場經典
場面，其中一場殺戮場面更會歷時超過
10分鐘。他更會吊威吔和透過CG技術，
增強逼真感。 ■文：Mana

相隔8年再演古裝劇

木村吊威吔
日本萬人迷木村拓哉

昨日落實出演朝日電視

台建台55周年紀念古裝

劇《宮本武藏》，是他

自電影《武士的一分》

後，相隔8年再演古裝

劇，亦是他暌違19年再

次出演朝日電視台的日

劇。他將飾演著名劍客

宮本武藏，劇中有大量

的打鬥場面，他將會吊

威吔和透過CG技術，

展現逼真和驚人的劍

術。

金像影后珍妮花羅倫絲(Jennifer Lawrence)的新片《飢
餓遊戲2：星火燎原》(The Hunger Games：Catching
Fire)在全球大收旺場，但有指原來她在亞特蘭大拍攝該
片期間，曾差點命喪片場。據悉，當時她正身在隧道，
拍攝一場帶領群眾叛亂的場面，其間有一部煙霧製造機
發生故障，不斷噴出煙霧，現場一片混亂，只聽到眾演
員咳嗽、作嘔的聲音，助理導演馬上終止拍攝，並大叫
工作人員快些救出珍妮花。數分鐘後，珍妮花在數名工
作人員扶持下離開出事地點，她不斷表示感到噁心，感
覺就快暈倒，幸最後並無大礙。 ■文：Mana

珍妮花羅倫絲
爆險命喪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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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屆《紅白歌唱大賽》昨日公佈出場歌手的演出順序，
樂壇天后濱崎步冧莊負責開場，亦是她自2008年首度以《Mir-
rocle World》一曲負責開場後，連續第6年擔任《紅白》的開
場歌手，創下新紀錄。當中她於2010年穿婚紗演出，及後宣
佈與奧地利男演員Manuel Schwarz閃婚一事最令人難忘，因
她剛於本月中宣佈與美國醫學生
再婚，所以今年大家亦格外
關注她會穿甚麼歌衫登場。
另外，因演唱《進擊的
巨人》主題曲走紅的
Linked Horizon 也將
於《紅白》前半部登
場，屆時他們將率領
超過100人的樂團演
奏《紅蓮的弓矢》的
紅 白 特 別 版 。
AKB48、 嵐 、
SMAP等大牌歌手
則於後半部才現
身，而早前宣佈
榮休的演歌歌手
北島三郎則負
責壓軸。
■文：Mana

■荷里活男星湯美鍾
斯 (Tommy Lee
Jones)前日欣賞火箭
對馬刺的 NBA 籃球
賽。 美聯社
■美國青春女星Miley
Cyrus 在 Twitter 發
文，不滿網上流出其
新歌《Adore You》的MV。
■荷里活型男畢彼特日前客串喜劇《22 Jump
Street》，飾演圖書館館長。他謂是個非常有趣
的角色。
■荷里活男星艾斯頓吉查(Ashton Kutcher)日前
傳好事近，近期將向女友Mila Kunis求婚。
■韓國人氣男歌手PSY昨日在Twitter上傳一張
與G-Dragon的合照，相中G-Dragon雙手掩
臉，因他穿的褲子破了一個洞，令他甚尷尬。
■韓國男星金賢重目前正在上海拍攝新劇《感激
時代》，昨日劇組公開他與兩位中國童星的合
照。
■韓國男星崔元英昨日落實出演朴有天主演的新
劇《Three Days》，他已於昨日正式投入拍攝工
作。
■韓國男星高英旭就性侵案一事上訴，昨日法院
維持原判，他成為首個佩戴電子腳環的藝人。
■日本女星能年玲奈昨日落實將於《紅白歌唱大
賽》中出演短劇。

荷里活笑匠韋法連路(Will Ferrell)接受訪問時，稱在新
片 《 搶 閘 男 主 播 2》 (Anchorman 2: The Legend
Continues)中，與金像影帝夏里遜福(Harrison Ford)對戲
時，感覺非常可怕。雖然福伯只是客串演出，但韋法連
路稱當被福伯盯看時，感覺真的很驚，如果當時他停
下來思考，可能會忍不住逃走。他又表示雖然今次續集
跟上集相隔了10年，但其實很久之前他已經構思要拍續
集，甚至想過拍歌舞劇版本。 ■文：Mana

韋法連路怕與福伯對戲

韓國人氣男星金秀賢夥同全智賢主演的新劇《來自星星的
你》自本月18日首播後，收視率持續上升，前晚播出的第3集
比上一集微升1.1%，達19.4%，再次創下自身的新高，相信很
快就可以突破20%門檻。
此外，金秀賢的經理人公司昨日透露金秀賢送了100件棉服
予劇組所有工作人員，因他在劇中飾演在地球上活了400年的
外星人，所以自開拍後，要不斷往返首爾、仁川和文慶間進行
拍攝，雖然辛苦，但他直言：「從全體工作人員身上學到很
多，也得到了很多幫助，非常感謝大家，希望藉衣服，為大家
帶來一點點的溫暖」。 ■文：Mana

金秀賢新劇收視持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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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神起以白東方神起以白
西裝出席記者西裝出席記者
會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東方神起展示親筆信謝歌迷。網上圖片

■■步姐於2010年
穿婚紗亮相《紅
白》成為熱話。

網上圖片

■木村拓哉上次演
古裝片已是2006年
的 《 武 士 的 一
分》。 資料圖片

■■木村對飾演宮本非木村對飾演宮本非
常期待常期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日本報章也以大篇幅報道木村拍

《宮》劇一事。 網上圖片

■■湯美鍾斯

■■木村在劇中有多場木村在劇中有多場
打鬥場面打鬥場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木村正身在京都木村正身在京都
拍劇拍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2NE1前晚出席聖誕活動。 網上圖片

■珍妮花早前忙於宣傳新
片。 資料圖片

■韋法連
路談拍新
片感受。
資料圖片

■金秀賢送工作人員棉
服。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