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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人氣劇集《來自星星的你》今周將會
大結局，都敏俊(金秀賢 飾)及千頌伊(全智賢
飾)二人最後能否大團圓結局備受關注。據
知，有人趁着《來》劇熱爆圖利，在網上兜
售《來》劇劇本，劇組發現後已作出警告。
《來》劇步入尾聲，一眾觀眾紛紛對結局
翹首以待，而尾二的一集將於今晚在韓國播
出，都敏俊被認為是綁架千頌伊的嫌疑人而
被警方追捕，而都敏俊更突然感到身體不適
暈倒在地，情況令人擔憂。

另外，由於《來》劇大熱，劇中的炸雞配
啤酒以及多個景點也同時紅起來，但沒想到
有人竟看上劇集的高人氣，在網上兜售
《來》劇劇本。前日，《來》劇製作組在網
上留言稱不知道那些劇本是怎樣到手，希望
大家收手停止兜售，並反問大家如果製作組
也有樣學樣，一早就可以發達了，他們同時
公開了《來》劇第1、第3、第6、第12及第
13劇本的認證照。之後，製作組又上傳了
《來》劇第19集的劇本以及餅乾的照片(在韓
語中，餅乾與起訴的發音相似)，並留言：
「毀掉《來》劇的三大惡 1：劇透 2：販賣
劇本 3：來歷不明的結局(摸摸戒指摸摸戒指)
不要看劇透！也不要相信劇透！」，對拿劇
本進行交易的網友作出了警告。
此外，《來》劇除獲得高收視外，最近亦
在一調查中擊敗《無限挑戰》等人氣節目，
成為韓國觀眾最喜愛的電視節目，人氣無容
置疑。主角金秀賢在劇集完結後將帶着人氣
到內地及台灣舉辦見面會，據悉內地電視台
也積極搶人，金秀賢將於3月中參加江蘇衛
視節目《最强大腦》。

■文：Bosco

福山雅治日前開展其亞洲巡迴演唱會宣傳之
旅，昨日福山現身台灣的記者會，他一開

口就大騷中文冧粉絲，說道：「大家好，我是
福山雅治，我真的又來了。」記者會上，福山
也宣布自己獲台灣觀光局邀請，將繼日本明星
小林幸子、田村淳和人氣組合AKB48後擔任台
灣觀光親善大使，福山實際去台灣的次數不
多，但福山表示：「每次到台灣都充滿感動，
包括美食、街景，最重要是人情味，印象最深
就是地震時，台灣對日本伸出援手。」福山前
天被傳媒拍到現身迪化街拍攝觀光短片，他表
示，在拍攝時感受到台灣傳統文化的薰陶。

愛台灣人情味
將任台灣觀光親善大使的福

山可謂做足功課，他在記者會
上拿出一張便條紙，上面詳記
了他在台灣品嚐過的美食小
吃，他當場將清單念出來，魚
肉粥、滷肉飯、魚丸湯、擔仔
麵和佛跳牆統統試勻，他也準
備要在自己主持的電台節目上
與日本粉絲分享。此外，福山
也宣布了一項特別的合作計
畫，他此次到台灣參與了導演
瞿友寧的電視劇《你照亮我星
球》客串演出，但演出角色暫
時不能曝光，不過，由於記者
會現場畫面將會剪入劇中，大

家猜測福山可能就是飾演「自己」。當日劇中的
男女主角鄭元暢及張鈞甯和導演瞿永寧也到場站
台，他們為福山獻上鮮花。除了戲劇上的合作，
本身也身為歌手的福山的新歌《曉》還會做為《你
照亮我星球》的主題曲。
福山將在6月開騷，他笑稱平常就有定期鍛煉

身體，體力上沒有問題，只是製作新專輯
《HUMAN》時感到極大壓力。而提到有女粉
絲的父親在看完他的跨年演出時，對他很感興
趣，他哈哈大笑說：「這讓我意外得到了一位
爸爸粉絲。」

晚上親民抵港
他昨天結束宣傳後，即乘搭傍晚機飛抵香

港繼續宣傳。福山昨晚九時十分現身香港機
場VIP通道，並獲工作人員獻花及過百粉絲
接機。福山全程笑容滿臉，而且表現親
民。問到他再來香港的感覺？他就說：
「非常開心，happy to be back in Hong
Kong。」而抵港後福山便回酒店休息。

■文：Bosco

美國電子樂團Darkside將在香港舉辦
首騷，於4月8日假九龍灣國際展貿中
心Music Zone見大家！由電子天才
Nicolas Jaar和來自布魯克林區的多樣
樂手Dave Harrington合作的Darkside
是現在最備受注目的電子樂組合之一。
他們繼讓人驚艷的同名EP後，2013年
發行的處女專輯《Psychic》又再獲得
好評如潮，先行單曲《Golden Arrow》
就連權威音樂網站Pitchfork也選為他們
的「Track Of The Day」。香港站將是
他們進軍 Coachella、Rimavera、
Bonaroo等世界知名的大型音樂節前的
預演，他們在香港勢必出盡渾身解數！
門票為港幣390 元。 ■文：Bo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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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敏俊結局前暈倒

《來自星星的你》劇本網上有售

加拿大男歌手Robin Thicke和
女 星 太 太 寶 娜 柏 頓 (Paula
Patton)宣布分開，結束他們9年
的婚姻。他們前日發出聲明，表
示分開的決定是經由二人共識而
得出，不過他們以後仍會愛着對
方，做好朋友。Robin及寶娜互
相認識超過20年，並於2005年
拉埋天窗，直到2010年4月寶娜
為丈夫誕下兒子Julian Fuego，
兒子如今已接近4歲大。於上
月，Robin被拍到在巴黎一夜總
會內與神秘女子又攬又錫，有可
能成為二人分開的導火線之一。

■文：Bosco

Darkside香港開騷熱身

身 兼 《 捉 鬼 敢 死 隊 》
(Ghostbusters)系列創作人，
兼於戲中飾演四位捉鬼敢死隊
成員之一Egon(港譯：博士通)
的美國男星Harold Ramis，於
美國時間前日在其芝加哥的家
中過身，享年69歲。據知，
Harold是因為血管炎的併發症
致死。除了《捉鬼敢死隊》系
列外，Harold還曾編寫劇本及
執導，當中包括標梅利(Bill
Murray)主演的《偷天情緣》
(Groundhog Day)及羅拔迪尼路(Robert De Niro)主演的《教父咪搞》(Analyze
This)，標梅利透過聲明表示願主能祝福對方。 ■文：Bosco

《捉鬼敢死隊》
Harold Ramis過身

Robin Thicke
結束9年婚姻

■劇組上載
《來》劇第
1、第 3、第
6、第 12 及
第13劇本的
認證照。

網上圖片
■有人於網上兜售《來》劇劇本，被劇組警
告。 網上圖片

■《來自星星的你》劇照。
網上圖片

■Harold Ramis享年69歲。 路透社

■Robin Thicke和寶娜柏頓稱二
人「再見亦是朋友」。 路透社

■導演瞿永寧(右)、張鈞甯(右2)與鄭元暢(左)撐場。中央社
■福山雅治擔任台灣觀光親善大使並獲頒獎牌感謝
他推廣台灣觀光。 中央社

前年大收旺場的電影《賤熊30》(Ted)即將
添食，女主角人選將由美國女星雅曼達施菲
(Amanda Seyfried)所取代，與主角麥克華堡
(Mark Wahlberg)及賤熊大放笑彈。而上集女
主角Mila Kunis據知只會出場很少時間，而
換女主角的決定完全出於創作原因，Mila與
《賤》片導演薛夫麥克法蘭(Seth MacFarlane)
並無不和。電影暫未有確實的上映日期。另
外，片約不斷的荷里活男星畢利谷巴(Bradley
Cooper)又有新工作，將演犯罪片《American
Blood》。 ■文：Bosco

雅曼達施菲當女主角
《賤熊30》續集

■Darkside將在4月8日假九龍灣國際展貿
中心Music Zone開騷。

昨日，韓國女子組合AOA的經理人公
司FNC娛樂透露，成員雪炫上周末在台
階上摔倒導致腿部再次受傷，後被送往
醫院救治。上月13日雪炫參加「偶像田
徑運動會」時腿部受傷，醫生診斷需要6
周才能康復，所以她暫缺了新曲的宣
傳。FNC娛樂方面稱雪炫現正靜養中，
是否能夠繼續出演準備開拍的劇集
《Hotel King》尚未確定。另外，有指
雪炫將有機會與李敏鎬齊齊開戲。

■文：Bosco

AOA成員雪炫腿部再受傷

■荷里活女
星安祖蓮娜祖
莉 (Angelina
Jolie) 前 日訪
問黎巴嫩，為
敘利亞難民兒
童出力。

美聯社
■第 27 屆

Kid's Choice
頒獎禮公布提
名名單，《飢
餓遊戲 2：星
火 燎 原 》 與
《 鐵 甲 奇 俠
3》等將爭最
受歡迎電影。
■韓國男星張東健再次榮升父親，其妻子

昨晨於韓國時間10時在江南一間醫院剖腹
誕下一名女嬰，張東健全程陪伴身邊。
■韓國女子組合少女時代前日通過各大音

樂網公開了第4張迷你專輯《Mr.Mr.》收錄
的全曲音源，主打歌《Mr.Mr.》音源公開不
久後在多榜上榮登冠軍。
■日本女星深田恭子有傳與拍拖3年半的

奀星五十嵐麻朝分手，並火速搭上經營意大
利餐廳的有米型男Bellissimo Francesco。
■日本男星堺雅人的人氣劇《半澤直樹》

傳出暫定於今年10月在當地開播的消息，
西田敏行、佐藤浩市及出爐影后真木洋子亦
會加盟。

娛聞雜碎

安祖蓮娜祖莉

■雅 曼 達
施 菲 將 與
主 角 麥 克
華 堡 及 賤
熊 大 放 笑
彈。
資料圖片

■雪炫
網上圖片

■■福山雅治抵港福山雅治抵港，，表現親民表現親民。。

■福山雅治昨日在台
北出席記者會。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