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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男演員李昇基早前拍攝電視劇《你們被
包圍了》時，眼部不慎被道具刀刺傷，導致眼
角膜受傷，拍攝工作被迫中斷。劇組表示李昇
基目前情況不適合繼續拍攝，因此決定停播一
集，改為播放特輯。李昇基表示，因為發生此
突發事件令拍攝中斷感到很遺憾，又表示會竭
盡所能盡快恢復正常的拍攝工作，為此他向一
直關注《你們被包圍了》的粉絲們致歉。
李昇基的經理人公司表示：「他目前情況穩

定，幸好意外發生後及時獲得治療，所以康復
進度良好。根據醫生指示，他最快可於今個周
末繼續進行拍攝。」 ■文：Kat

日前二人被指一同乘坐私人
飛機飛往地中海中部島國

馬耳他逗留36小時，為二人即將
合作的新片取景。消息指該電影
是由安祖蓮娜親自編寫及投資，
又指今次的行程相當秘密：「今
次行程是高度機密，事前沒有人
知道他倆會到當地。他們打算於
八月中在當地拍攝8至10個星
期。」而片名則暫未公布，消息
只透露電影是由安祖蓮娜全權負
責。

低調現身坐遊艇
據知二人行事十分低調，安祖

蓮娜當日身穿黑色背心，配以黑
色長褲及腳踏黑色高跟鞋，而畢
彼特則身穿短袖衫，配白色長褲
和一對運動鞋，頭戴一頂賊仔
帽，二人身邊有一名保安人員陪
同。剛下飛機的二人被一輛私家
車接走，隨後就乘坐遊艇遊覽了

馬耳他一帶。消息指當日二人已
跟部分製作單位見面，而今次是
一個小型的製作，安祖蓮娜已開
始研究拍攝角度等問題，而畢彼
特大部分時間也表示贊同，又或
給予意見，整個過程皆有商有
量。

前妻珍妮花怕再遇畢安
另一邊廂，有傳美國男星佐

治古尼（George Clooney）與
英 國 律 師 女 友 Amal
Alamuddin將舉行的婚禮上，
畢彼特的前妻、荷里活女星
珍 妮 花 安 妮 絲 頓 （Jennifer
Aniston）或有機會與畢彼特夫婦
同時碰面，據稱珍妮花因為太懼
怕這次三人同場見面，因而要接
受心理輔導，有消息指治療師為
珍妮花重建信心及消除她即將面
對二人的恐懼。
此外，安祖蓮娜前日出席全球

反戰爭性暴力峯會，並擔任主
持。她於台上致辭時表示：「我
們要向全世界發放一個訊息——
被性暴力對待者不需要為此感到
恥辱，該感到恥辱的是施虐
者。」 ■文：Kat

結緣於二零零五年一套電影《史密夫決戰史密妻》（Mr.and

Mrs. Smith），令美國女星安祖蓮娜祖莉（Angelina Jolie）與

未婚夫荷里活型男畢彼特（Brad Pitt）上演了一幕戲假情真，

戀情亦一直維繫至今。安祖蓮娜曾透露正在撰寫劇本，又指會

邀請畢彼特參與演出。有報道指二人已於上周六秘密乘坐私人

飛機前往地中海小島馬耳他，短暫逗留36小時為電影睇景。

由獲獎英國主廚、美食作家兼造型師拉芬妲勃果(Ra-
vinder Bhogal)主持的烹飪節目《拉芬妲的異國廚房》
（Ravinder’s Kitchen）將於6月13日起逢星期五，晚
上七時於TLC旅遊生活頻道（有線電視54台、now寬頻
電視213台及bbTV 317台）首播，一共分二十集。在每
集三十分鐘的節目中，主持人會帶領觀眾品嚐她最喜歡
的各國佳餚，其中包括美國、中國、法國及印度等。
主持人同時亦希望打破外界對中國菜的迷思與錯誤觀

念，希望讓觀眾明白中國菜不是只有炒雜錦和春卷，而
為了向眾人展示中國菜的美妙及滋味，拉芬妲在教導觀
眾如何烹飪現代中國菜的同時，亦為這些經典菜式加添
趣味，例如蝦烤蘇格蘭蛋配香蕉番茄醬、辣椒腰果炒雞
肉、椰菜花爆谷和辣味西班牙式油炸鬼等。 ■文：Kat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日
本長青男神福山雅治於昨午六時抵
港，為本周六、日在會展舉行的首個
香港個唱做好準備，逾百粉絲攜同標
語接機。粉絲們甫見偶像即瘋狂尖
叫，又有粉絲叫其暱稱「Masha」，
其間有粉絲追偶像到停車場時，更不
慎跌倒及甩鞋，場面混亂！福山見粉
絲在自己跟前跌倒亦表現驚訝，待工
作人員扶起她後，才繼續前往停車場
上車，而獲十多名保安護駕的他，亦
邊行邊向粉絲揮手微笑，相當親民。
他受訪時表示首度來港開騷非常興

奮，但謝絕透露會否為港迷增設特別
環節，亦拒談會否唱廣東話或國語
歌，只着大家要拭目以待。談到他曾
自爆開騷時不喜歡着底褲，問到今次
會否繼續「無底」？他即大笑三聲
說：「今次會賣底褲！」工作人員隨
即補充指演唱會場外有攤位售賣福山
設計的底褲，每條售價二百，認真有
生意諗頭！
此外，剛離台的福山獲得不少粉絲

守候在桃園機場送機，場面相當熱
鬧，福山面帶微笑，揮手謝謝熱情粉
絲。

史密夫有望再戰史密妻史密夫有望再戰史密妻

李昇基今周末復工

《拉芬妲的異國廚房》
帶觀眾品嚐經典美食

愛情喜劇電影《醉街情人玩大咗》
(Walk of Shame)即將於本月19日上
映，該片由飢餓遊戲女星伊莉莎伯班
絲（Elizabeth Banks）及魔法奇緣男
星占士馬史頓（James Marsden）主
演。故事由伊莉莎伯班絲飾演的美瑾
展開，她生平最大的夢想是成為一名
新聞主播，不料一夜風流後電視台願
意給她一個面試機會，但限她8小時
內到達，她醒來後發現自己被困洛杉
磯市區。因為一個小意外導致她身無
分文及沒有電話，就連身份證都沒
有，求救無門的她只好展開8小時的
驚險之旅，最終她能否在8小時內趕
到現場面試呢？ ■文：Kat

前愛爾蘭男子組合Westlife主音Shane
Filan前日下午抵台宣傳其9月於當地舉行
的個唱，盡顯親民作風，為接機的粉絲簽
名及合照留念，逗得粉絲們高興不已。
昨日下午他現身台北晶華酒店舉行記者

會，宣傳他首次的亞洲巡迴個人演唱會，
曾多次來台的Shane表示，台灣歌迷的熱
情就是讓他想一來再來的原因。此外，歌
手王心凌亦特地帶同足球蛋糕到場為
Shane加油打氣，並預祝他演唱會成功，

Shane就特別以中文「謝謝」回贈
心凌。而粉絲在記者會也貼心地
向Shane送上卡片及禮物，替他預
祝7月的生日。 ■文：Kat 台灣女星陳妍希及內地男星竇驍主

演之新片《城市遊戲》於今日上映，
戲中陳妍希飾演一名遊戲高手，在一
次韓國區競賽中偶遇竇驍，過程中二
人不但產生了感情，更因此揭破神秘
集團的陰謀。陳妍希表示拍這部電影
最辛苦的地方並不是戲中的遊戲場
面，反而是性格要多樣化，令她時刻
要緊記甚麼時候要演純情戲，甚麼時
候要演狂野奔放，既有趣又充滿挑戰
性，她表示：「記得有場跟竇驍跳舞
的談情戲，我應該要演清純feel，但講
對白時卻忘記了，不自覺地用了狂野冷酷tone演繹，即場把竇驍嚇倒，他

以為我有精神分裂！
此外，陳妍希笑言對手竇驍擁有一雙電眼及簡單的天然呆，卻又滲
出淡淡的男人魅力，不用太刻意就能吸引到女生，她希
望日後的另一半都能像竇驍般有自然的男人
味。 ■文：Kat

《城市遊戲》

陳妍希變精神分裂

福山雅治抵港
演唱會賣底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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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天馬電影現送出《醉街情人玩大咗》換

票證20張予《文匯報》讀者，有興趣的
朋友請剪下文匯報印花，連同貼上$1.7郵
票兼註明「《醉街情人玩大咗》換票證」
的回郵信封，寄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
興偉中心3樓─《文匯報》娛樂版，便有
機會得獎。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印花

有著數

Shane Filan抵台宣傳
王心凌送蛋糕

■中國導演張藝謀到北京
電影學院出席交流座談活
動，並與《哥斯拉》導演
Gareth Edwards對話。

新華社
■《變形金剛：殲滅世紀》

(Transformers: Age of Extinction)
將於本月底在港上映，導演米高比
爾（Michael Bay）將率領片中一眾巨星米克華堡(Mark Wahlberg)及李冰
冰等於下周四抵港，在文化中心舉行全球首映禮。
■「狼人」曉治積曼（Hugh Jackman）於Instagram上載了一幅光

頭及大鬍鬚造型照，為電影版《小飛俠》（Pan）進行拍攝。
■日本女子3人組合Perfume推出新歌《Handy Man》的MV，大玩

中國風。
■8月2日於亞洲博覽館舉行的「SBSMTV BEST OF THE BEST」

演唱會嘉賓陣容有韓國組合BIGBANG成員勝利及少女時代等，VIP門票
為港幣1680元，分企或坐位。

娛聞雜碎

■張藝謀（左）

■福山抵港獲大批粉絲接機。

■ Shane Filan 到台灣宣
傳，王心凌送禮祝賀。

中央社

■■《《拉芬妲的異國廚房拉芬妲的異國廚房》》將將
於於66月月1313日起首播日起首播。。

■■李昇基拍戲被李昇基拍戲被
刺傷眼刺傷眼。。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安祖蓮娜安祖蓮娜
及畢彼特這及畢彼特這
對金童玉女對金童玉女
有望再同登有望再同登
大 銀 幕大 銀 幕 。。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安祖蓮娜安祖蓮娜
出席全球反出席全球反
戰爭性暴力戰爭性暴力
峯會峯會。。

路透社路透社

■■《《史密夫史密夫
決 戰 史 密決 戰 史 密
妻妻》》劇照劇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有傳珍妮有傳珍妮
花懼怕見到花懼怕見到
畢 彼 特 夫畢 彼 特 夫
婦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占士馬史頓及伊莉莎伯班絲。

■陳妍希及竇驍於戲中產生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