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達記者 梁達
豐豐））為為《《變形金剛變形金剛：：殲滅世紀殲滅世紀》》
（《（《變變44》）》）獻唱主題曲獻唱主題曲《《BattleBattle
CryCry》》的格林美得獎樂隊的格林美得獎樂隊ImagineImagine
DragonsDragons（（IDID），），前晚在前晚在《《變變44》》
首映後在海港城露天停車場舉行首映後在海港城露天停車場舉行
免費騷免費騷，，吸引大批粉絲入場吸引大批粉絲入場。。雖雖
然粉絲要在大熱天時下由晚上然粉絲要在大熱天時下由晚上77時時
半入場半入場，，等到等到1010時左右才開騷時左右才開騷，，
而且更有香港傳媒遭外國保安驅而且更有香港傳媒遭外國保安驅

趕趕，，不過成員登台後依然備受歡不過成員登台後依然備受歡
迎迎。。表演期間表演期間，，維港對岸大放煙維港對岸大放煙
花花，，讓粉絲非常驚喜讓粉絲非常驚喜。。
IDID在前晚在前晚1010時後由時後由《《變變44》》演演

員麥克華堡員麥克華堡（（Mark WahlbergMark Wahlberg））及及
李冰冰介紹上場李冰冰介紹上場，，導演米高比爾導演米高比爾
（（Michael BayMichael Bay）、）、妮哥拉佩斯妮哥拉佩斯
（（Nicola PeltzNicola Peltz））及韓庚等也有出及韓庚等也有出
席 撐 場席 撐 場 。。 IDID 為 粉 絲 帶 來為 粉 絲 帶 來
《《DemonsDemons》 、 《》 、 《RadioactiveRadioactive》》

及及《《On Top Of The WorldOn Top Of The World》》等共等共
77首歌曲首歌曲。。其間其間，，舞台頂端配合節舞台頂端配合節
奏噴出火焰奏噴出火焰，，使現場氣氛高漲使現場氣氛高漲。。
主音主音Dan ReynoldsDan Reynolds與台下觀眾打與台下觀眾打
成一片成一片，，跟台邊粉絲握手又大派跟台邊粉絲握手又大派
飛吻飛吻。。
另外另外，，IDID成員在台上打大鼓炒成員在台上打大鼓炒

熱氣氛熱氣氛，，唱唱《《變變44》》主題曲時主題曲時，，他他
們邀請了香港中樂團上台打鼓合們邀請了香港中樂團上台打鼓合
作演出作演出，，同時維港對岸的大廈大同時維港對岸的大廈大
放煙花配合放煙花配合，，場面十分壯觀場面十分壯觀！！

動用2億美金打造的荷里活鉅製
《變4》昨日下午於麗思卡爾頓

酒店舉行記招。記招開始前，大會先
安排一眾演員跟傳媒打招呼。「新變
形女」妮哥拉佩斯（Nicola Peltz）穿
上Deep V吊帶裙現身，成功搶去以密
實打扮示人的李冰冰不少風頭。而男
主角麥克華堡（Mark Wahlberg）及
演員史丹尼杜茲（Stanley Tucci）等
人亦先後出場影相，表現十分親民。

冰冰喜歡角色聰明性感
在記招上，眾人先後大談拍攝的一
點一滴。導演米高表示選擇香港作為

拍攝場地的原因是由於成龍曾邀請他
來港遊玩，其間他被香港美麗的景色
所吸引，故此決定於片中加入香港的
場景，他又大賣關子表示《變4》除了
起用全新班底外，亦加入不少新元
素。席間，李冰冰亦表示很喜歡自己
在戲中飾演的角色：「這個角色很有
個性，既聰明又性感，我非常喜
歡。」冰冰又特別感謝米高的照顧，
她提到由於自己的英文水平不太好，
有時候亦需要勞煩米高替她解釋戲中
的場景，米高聽罷後風趣地回應：
「不，你應該同時感謝我，還有史丹
尼。」冰冰笑言有兩位的幫助感到非
常幸運，還感謝米高增加了動作場面
給她。

犯事者已重判願再來港
此外，史丹尼表示原以為拍攝電影

會很悶，但感謝導演為大家帶來了不
少歡樂，指這五個月的拍攝過程很快
樂；而麥克則表示來港拍攝期間愛上
了吃地道食物，又打趣指在後台撞見
冰冰時，她指自己現在又瘦回；妮哥
拉就表示自己很期待拍攝這個講述父
女關係的戲份，因為現實生活中自己
與父親的關係亦非常好，期望能帶新
元素給觀眾。另外，她又提到拍攝電
影當中大部分的爆炸場面均是親身上
陣，棄用替身，希望大家多加留意。

問到米高對去年在港拍攝期間遭遇
「收陀地」一事，他表示犯事者要入
獄30個月也太苛刻。另外，有傳在
2016年將會有新一集《變》片上映，
米高就說這只
是傳言，而他
未有怕再來香港
拍攝，他說香港
人都很好，事件只
擾亂他們四小時，
也有人跟他解釋香港
人大部分都是好人。
談到冰冰與米高的合
作，冰冰表示見過米高
之後覺得如果可以合作會
很開心，因為對方是世界上最好的導
演之一，也知道《變》片是一套非常
好的電影，所以也希望參與並接受角
色。麥克與片中角色一樣有女兒，電
影中，其角色對女兒拍拖非常緊張，
麥克表示自己也不想女兒拍拖，又笑
言會下禁制令直至2095年。
在場有記者追問米高，提起前晚在

唱主題曲《Battle Cry》的 Imagine
Dragons的演唱會上，有香港傳媒遭外
籍保安爆粗驅趕，米高表示會站在記
者的一邊並承認有些工作人員無禮。
而記招完成後，他下台與香港傳媒了
解事件，對事情深表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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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美國電視評論家之
選頒獎禮（Critics' Choice
TV Awards）前日在比華利
山希爾頓酒店舉行，人氣美
劇《Breaking Bad》繼早前
在BAFTA電視頒獎禮獲得
最佳國際劇集獎後，今次再

下一城奪得最佳劇集獎。奧斯卡影帝馬修麥康納希
(Matthew McConaughey)就憑《True Detective》
奪劇情組視帝；劇情組視后則由加拿大女星
Tatiana Maslany憑《Orphan's Black》奪得。
此外，艾美獎得主Jim Parsons則憑《The Big

Bang Theory》贏得喜劇組
最佳男主角，金球獎影后
Julia Louis-Dreyfus憑政治
喜劇《Veep》奪最佳女主
角，《Orange Is the New
Black》則膺最佳喜劇。而
安祖蓮娜祖莉的前夫比利
卜 科 頓 （Billy Bob
Thornton）就憑《Fargo》
勇奪電視電影／迷你劇組最佳男主角殊榮，
《American Horror Story： Coven》 的 Jessica
Lange則膺最佳女主角。 ■文：Kat

日本女子組合AKB48前成員大島優子，前日終於開設官方
Twitter。優子的帳戶名稱為「@Oshima__Yuko」，其Twitter粉
絲數目一直急升，到昨晚已有超過27萬人跟隨其Twitter。優子昨
日在Twitter上不停為日本隊在世界盃的比賽打氣，更穿起祖家波
衫支持，可惜日本隊昨天在優勢下只是和波收場。優子的好友宮
澤佐江也在網上提及了對方開設Twitter，並迅速關注了她。

■文：Bosco

韓國兩大人氣組合少女時代（少時）及EXO成員太妍和伯賢前日爆
出姊弟戀，兩人所屬的SM娛樂已承認戀情。可能太妍怕消息嚇親粉
絲，她便於個人Instargram中留言向粉絲們道歉。太妍於留言中寫道：
「SONE（少時粉絲），今天（前天）因為我嚇到了，受傷了吧？讓你
們經受不一定要經歷的感受，所以非常抱歉。因為我不小心而出現了今
天（前天）的報道，所以很想道歉。對不起讓你們痛苦，真的。」太妍
强調，有人說她故意在Instagram上傳暗示同伯賢交往的相，她則表示
保證自己沒有這個意思。另外，少時將於8月2日迎來出道7周年，同日
眾成員將來港參與於亞博舉行的「Best of Best演唱會」。 ■文：Bosco

大島優子開Twitter人氣勁

太妍戀情嚇親粉絲感抱歉

熱 播 韓 劇
《來自星星的
你》男女主角
「都教授」金
秀賢與「千頌
伊」全智賢早
前再度合體接拍中國恒大集團旗下的長白山礦泉
水廣告，此消息一出，即惹起韓國粉絲不滿，更
掀起了中韓兩地粉絲的罵戰。
話說恒大集團一直宣稱其泉水是源自中國的長

白山，而非韓國人統稱的白頭山。而這個山頭其
實是位於中國東北及朝鮮邊境交界，一直存在主
權爭議，韓國粉絲認為二人接拍這個廣告是間接
替中國推廣，因而引起強烈不滿。二人所屬的經
理人公司分別發表聲明，指事前並不知道品牌水
的來源地，並為事件作出道歉，又表示目前正與
恒大集團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 ■文：Kat

■■李冰冰以普李冰冰以普
通話通話、、英語甚英語甚
至廣東話回應至廣東話回應
問題問題。。 美聯社美聯社

■■《《變形金剛變形金剛：：殲滅世紀殲滅世紀》》劇組眾人劇組眾人
現身出席香港記招現身出席香港記招。。 美聯社美聯社

■■妮哥拉佩妮哥拉佩
斯低胸裙示斯低胸裙示
人人。。美聯社美聯社

■■ Imagine DragonsImagine Dragons
香港熱唱香港熱唱。。

■■米高比爾及妮哥拉佩斯也有撐場米高比爾及妮哥拉佩斯也有撐場。。

■■演唱會舉行期間演唱會舉行期間
大放煙花大放煙花，，令人嘆令人嘆
為觀止為觀止。。

馬修麥康納希再封帝

「雙賢」新廣告掀罵戰

A27 文匯娛樂國際星情 ■責任編輯：梁達豐 ■版面設計：林偉棠 2014年6月21日（星期六）

■美國男歌手John Legend到紐
約 出 席 慈 善 活 動 「 Happy
Hearts Fund Gala」，據悉他將
擔任月底舉行的「黑人娛樂電視
大獎」（BET）頒獎禮之表演嘉
賓。 美聯社
■ 曾 與 美 國 流 行 歌 手 Kelly
Clarkson 合作的美國音樂人
Gerry Goffin於洛杉磯家中離世，終年75歲。
■金像影帝夏里遜福（Harrison Ford）因拍戲弄至
腳踝受傷，手術後需要用拐杖輔助走路至少4個
月，劇組或要因而修改劇本。
■日本女歌手May J.被雜誌《FRIDAY》爆料與大
自己10歲的男演員尚玄過夜兼拍拖。
■韓國女星孔孝真前日車禍受傷左臂骨折，據悉手
術十分成功，好轉後將投入7月開播劇集《沒關
係，是愛情啊》的拍攝。
■韓國組合 BEAST 成員張賢勝前日在《M！
Countdown》綵排時不慎腳踝受傷。

娛聞雜碎

■■大島優子大島優子
TwitterTwitter 粉粉
絲數目一直絲數目一直
急升急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太妍太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Tatiana MaslanyTatiana Maslany
奪劇情組視后奪劇情組視后。。

美聯社美聯社

■■馬修麥康納希奪劇馬修麥康納希奪劇
情組視帝情組視帝。。 路透社路透社

■■金秀賢及全智賢代言最新廣告金秀賢及全智賢代言最新廣告
掀罵戰掀罵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John LegendJohn Leg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