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娛樂

A23

娛樂頭條

■責任編輯：梅馨文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14年3月22日（星期六）

金秀賢 抵台機場 起騷動
美食當前「都教授」變「為食貓」

■「都教授
都教授」
」親切地
向接機粉絲揮手。
向接機粉絲揮手
。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凡文、植植）韓劇《來自星星的你》雖然已播畢，但熱潮未減，
「都教授」金秀賢昨日抵台，吸引大批粉絲與媒體接機，主辦單位雖已派出逾百人保障安
全，但現場都發生零星肢體衝突。金秀賢對於台灣的美食念念不忘，一到酒店就吃了台灣著
名的牛肉麵、小籠包，而且他透露吃過全智賢給的鳳梨酥便喜歡上了，今次盼買些返韓。

金秀賢因演出韓劇《來自星星的你》爆紅，魅力風
靡亞洲各地，昨日他訪台，獲大批粉絲及媒體到

場接機。現場所見，接機粉絲超過2千人，亦有數十間
媒體到場採訪，為保安全，主辦單位派出 20 名保安及
約 100 名工作人員到場護駕，更要求媒體在封鎖線內
採訪。

訝異媒體粉絲接機
一身黑色裝扮的金秀賢昨早到達桃園機場，粉絲一
見到偶像，即時瘋狂尖叫向前推擠，媒體亦衝出封鎖
線，爭相採訪，現場更曾發生零星肢體衝突，場面一
度混亂。首度訪台面對自己的高人氣覺得驚訝，金秀
賢受寵若驚「哇！」了一聲，隨後恢復鎮定，露出親
切笑容，並向在場人士揮手致意，還貼心地提醒記者
拍攝時要小心。在保安護送下，金秀賢登上大會安排
的座駕離開。
在下午舉行的記者會上，吸引兩岸三地近 300 名媒
體採訪。金秀賢甫出場，就用台語問候大家及自我介
紹：「大家好，我是金秀賢，我愛你！」主持人黃子
佼也向「都教授」道：「加油呀！外星人！」，令金
秀賢大笑不停，他更示範劇中感應 E.T 的手勢。提到
早上抵達機場的情況，他表示很意外台灣有這麼多媒
體、粉絲接機，讓他很訝異。

關注周董電影音樂

無綫設聯歡宴慰勞員工

提到金秀賢在《星》劇展現男人細膩貼心的一面，
他坦言爆紅之後出街都會刻意維持好形象，並開始在
意旁人對其眼光，不過未來待他年紀再大些，最想嘗
試演壞人。
金秀賢是裴勇俊旗下公司的藝人，金秀賢說：「私下

會到裴勇俊的家中玩，且裴勇俊有很多興趣，包括咖
啡、陶瓷等，裴勇俊也給我很多詮釋『都敏俊』這個角
色的方法，但裴勇俊也給他不少壓力，希望作品可以更
好。」那他日前在韓國粉絲見面會上感動落淚，是否因
為壓力大？他否認笑道：「其實是我本來就愛哭，只要
從舞台望向台下觀眾席就不自覺想喊。」
金秀賢又透露對台灣的印象就是周杰倫 （周董），
平時也有關注周董的電影和音樂。《星》劇女主角全
智賢之前曾訪台，還買過鳳梨酥給他吃，故今次都想
買些回韓，且也聽過台灣的芒果冰很好吃，有機會想
吃完再回韓國。
此外，「千頌伊」全智賢昨日也離開韓國前往上
海出席化妝品牌宣傳活動，吸引大批群眾圍觀，可
是全智賢在活動上以安全為由，只現身了短短 6 分
鐘便閃人。

■ 金秀賢在記招上不時
露出笑容，
露出笑容
， 難怪被記者
讚他是「
讚他是
「暖男
暖男」。
」。中央社
中央社

黎芷珊撲飛親近都教授
香港方面的「星星」熱同樣熾熱，金秀賢下
月 23 日訪港消息一出，成為城中熱話，引頸
以待的《星星》迷更已經準備好一連串追星
行動。目前有不少星級「星星迷」如黎芷珊
得悉金秀賢來港，也希望近距離接觸「都教
授」，親身感受「都敏俊」魅力和他做個訪
問。
另外，大批名人也向大會接洽撲飛，據知
目前預訂了尖沙咀The Mira的Ball Room，可
容納約 200 人。金秀賢當日出席記者會後，緊接
出席粉絲見面會，與 100 名被抽中的幸運兒粉絲近
距離見面，有互動環節，粉絲更有機會和「都教授」
來個愛的抱抱。

■全智賢在離開前攪下車窗

接過粉絲送的花。 網上圖片

■全智賢昨日在上海的活動上
只逗留6分鐘。
網上圖片

■金秀賢對台
灣多樣美食都很
感興趣。
中央社

譚炳文配音近 60 年不言休
想趁機會與同事之間可以聚會，正
常成功的公司都會去做，慰勞員工
是公司的一份心意。」為何直至今
年無綫才有這份心意？他笑言不會
批評以前的做法。

炳哥提黃夏蕙勞氣

■譚炳文(右二)及陳曙光獲頒「終身成就獎」。
光，表揚他們在配音界的貢獻。
無綫助理總經理區偉林表示公司
文化已有改變，除配音組外，戲劇
組、綜藝組等也會舉行聯歡宴。問
到此舉是否要穩定軍心及挽留人
才，他說：「是公司文化不同了，

Mr.攻台灣 校長勸先練好普通話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凡文）香港樂
團 Mr.正式進軍台灣，除推出首張普通
話專輯《飛行的一百個理由》外，前晚
更在西門町河岸留言開唱。赴台發展重
新以新人姿態出發，5 子坦言很緊張，
舒壓方式是在後台玩撲克牌遊戲。
Mr.表示台灣是個起點，2008年創作的
第一個作品就是普通話歌《想太多》，很
開心終於可以在台灣發行專輯。不過5人
也擔心普通話不達標，主唱Alan說：「普
通話咬字讓我幾乎快發瘋，也聽很多普通
話歌練習。」語畢他講想去「花蓮」，大
家聽成想去「跨年」，非常搞笑。
為了能和台灣歌迷零距離，一頭招牌
鬈髮的鼓手 Tom 用他新學會的台語「Q
毛」來介紹自己。
「校長」譚詠麟為支持愛將 Mr.，更
專程赴台捧場，在台下默默支持，但仍
被眼尖的觀眾發現，校長因此臨時被拱

■Mr.在台灣開唱，譚詠麟捧場。
上台和 Mr.合唱《愛情陷阱》，現場氣
氛 high 到高點。譚校長稱讚 5 子都有進
步，但還要繼續堅持、更努力，尤其是
普通話。Mr.表示校長從來不罵他們，
都持鼓勵態度，他們對校長相當崇拜敬
畏，校長說：「要跟樂團前輩們多學
習，不論是在音樂、團隊精神等各方
面。」

雨僑愛心晚餐唔預男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文釗）無
綫開台46年來首次舉行《無綫配音
組仝人聯觀暨頒獎典禮》，昨晚於
酒店筵開12席招待逾百名配音組人
員，並由無綫助理總經理區偉林頒
發「終身成就獎」給譚炳文及陳曙

譚炳文對於公司首度舉行聯歡
宴感到十分高興，他說：「由未
有電視開始自己就做配音，在配
音界差不多 60 年，以前邵氏年代
的國語片大多數是我配音，作品
遍佈世界各地。」炳哥又笑言得
獎並不是自己有何成就，只是做
得久，時間到就有。即將有新電
視台加入競爭，無綫舉行頒獎禮
有穩定軍心之用，炳哥反說道：
「沒有得爭啦，無綫是龍頭電視

■安德尊與朱凱婷出席頒獎禮。
台。」年屆 80 的炳哥也笑言永不
言休，他說：「千祈不要講退
休，一退就會走（離世）。」
黃夏蕙日前慈善演唱會記招上
表示與炳哥會父女檔獻唱，炳哥
帶點勞氣道：「她求了我兩年，
我們都相識幾十年，我只是答應
她唱兩場，每場兩首歌，看到她
的宣傳就勞氣，不知她想怎
樣。」至於多年拍檔李香琴的近
況，炳哥表示自琴姐行動不便後
已很久沒見，希望她快點康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文釗）雨僑、盧海鵬、Super Girls
與王梓軒等人昨日出席美食嘉年華宣傳活動，喜歡下廚及美食
的雨僑表示多為家人下廚，但很少
弄愛心晚餐給男友羅力威。即將考
車牌的雨僑坦言壓力不少，因有報
道指她駕駛技術不錯，擔心考牌官
對她更嚴格，她說：「上年出師不
利臨考牌前弄傷腳，現時都好擔
心，希望順利合格。」盧海鵬早前
為港視拍劇，他稱原定下月開拍的
新劇已沒有下文，不排除其他劇集
已停工。鵬哥坦言支持港視能開
台，作為藝人當然覺得電視台愈多
愈好，但局外人很難去解決港視與
政府之間的矛盾，相信王維基能克
服困難。
Super Girls 成員 Aka 早前跳舞走
光疑似露出衛生巾，昨日她解釋只
是露出打底褲，當日也沒有月事，
強調自己是「打底王」，但事件發
生後也有被經理人公司訓話，今後
■雨僑稱多為家人下廚。
與隊友會更加小心。

亘亘
亘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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亘亘洪卓立小賭怡情
香港文匯報訊 洪卓立、
羅力威、連詩雅和 Dear Jane
亘亘
亘亘
昨日以平和校園巡迴大使身
亘亘
亘亘
份，出席以「反沉迷賭博」
為 題 的 平 和 校 園 2014 啟 動
亘亘
亘亘
禮。洪卓立、羅力威不約而
同也稱愈大愈多機會賭錢，
亘亘
亘亘
幸好大家都沒有賭癮，洪卓
立笑說：「我爸爸好擔心
亘亘
亘亘
我，入行之後叫我唔好賭，
亘亘
亘亘
怕誤中天仙局賭埋副身家，
但我最多輸過4位數字，好有
亘亘
亘亘
■洪卓立（左）及羅力威均表示小
自制能力，只係小賭怡
賭可以怡情。
情。」羅力威亦僅是過時過
亘亘
亘亘
節才會跟朋友玩兩手，問到他用錢會否要向緋聞女友雨僑報告？他
頓時避談；相反已公開戀情的洪卓立就笑言很怕女友囉唆，試過買
亘亘
亘亘
了一架價值五位數字的單車，即被對方說他亂花錢，結果要多買一
亘亘
亘亘
架給對方才沒作聲。至於連詩雅自言向來沒橫財命，最多也是過年
才賭錢，但今年新年卻難得有斬獲：「我其實好驚人鍾意賭錢，(以
亘亘
亘亘
前有無懶賭男友？)從來都無，希望將來亦唔好有。」連詩雅坦言
不相信這世界有不勞而獲，故做人還是腳踏實地較好。
亘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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亘亘
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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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永康感謝輝哥雪中送炭
亘亘
亘
亘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梁靜儀）蘇永康
亘亘
亘亘
與黃柏高(Paco)昨日
到九龍城一間韓式餐
亘亘
亘亘
廳為吳錫輝(輝哥)主
亘亘
亘亘
持的飲食節目錄影，
從台灣返港的康仔卻
亘亘
亘
亘
遲
了 40
分鐘才現
身，Paco 與輝哥只好
亘亘
亘亘
呆等。康仔表示剛從
台灣拍完
MV 返港， ■蘇永康（左）感謝 Paco 及吳錫輝在自
亘亘
亘
亘
全 因 Paco 與 輝 哥 的 己失意時扶自己一把。
亘亘
亘亘
邀請，他又透露節目中會重提
12 年前犯過的錯，他說：「其實我
可以留在台灣，但好記得 12 年前發生那件大事件(吸毒勒戒)後，
亘亘
亘無限量支持我，輝哥又是第一個傳媒高層問我要不要幫忙，
亘
Paco
這個感謝我欠了他們 12 年。」康仔又稱錦上添花誰人都會，但雪
亘亘
亘亘
中送炭的人他會記得。
曾與亘
Paco 共事的康仔又稱現在雖然是任賢齊旗下藝人，但 Paco
亘亘
亘
在他心中是永遠的老闆，所以 Paco 叫他做的事一定做。Paco 亦表
示有機會的話也都爭取做蘇永康演唱會的投資者，及為他爭取在
亘亘
亘亘
電影中演出。康仔說：「Paco 現在猛將如雲，偉大的許先生（許
亘亘
亘亘
志安）也過去做一哥了。」他又自爆早前有名導演為
Big4 構思了
一部電影，惜安仔過檔太陽娛樂而未能成事，希望日後成事的
亘亘
亘亘
Paco的公司可以投資。Paco亦希望成事，最重要題材好。
亘亘
亘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