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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男子組合BTL及女子組
合Ye-A早前來港宣傳時曾接
受電台訪問，於節目中大談心
目中的理想型女生和男生。
BTL 的成員 Jay 表示希望跟
Angelababy合作，因為他在韓
國的搜尋器中見過很多人搜尋
Angelababy的名字，而隊中年
紀最輕的成員Allen則希望跟
G.E.M.合作，因為覺得她的樣

子長得很清
純。此外，
Ye-A 的 成
員Hady和Yi-Gyer認為乾淨及會散發香味的男生就是她們
的理想型男生。此外，BTL及Ye-A齊聲表示希望能在韓
國音樂盛事「Mnet Asian Music Awards頒獎禮」(簡稱
MAMA) 中奪得新人獎。 ■文：Kat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嘉嘉）
韓國組合JYJ昨晚假亞洲博覽館
舉行「2014 JYJ ASIA TOUR
CONCERT THE RETURN
OF THE KING IN HONG
KONG」，為其亞洲巡唱騷揭開
序幕。
三子於八時十五分現身舞台，

並以一曲《Creation》打頭陣演
出，全場粉絲即站立歡呼，隨後
即演繹第二首歌曲《Be The
One》，三子於台上又跳又唱，其間更走到台前與粉絲作近距離接觸，令全場high
爆！其後再演繹《Babo Boy》。連唱三首歌成功暖場後，三子便用廣東話「大家
好」跟粉絲打招呼，俊秀表示很久沒有跟粉絲見面，這次巡唱首站揀了香港，非
常開心。他們坦言曾擔心演唱會門票的銷售情況，很感謝大家的支持；有天就表
示希望跟粉絲一同盡情玩！

型男金宇彬昨日下午現身銅
鑼灣皇室堡，為其首齣電

影《朋友2》宣傳，會見傳媒及
粉絲。現場吸引了大批女粉絲前
來一睹金宇彬的風采，500粉絲
站滿商場數層。
金宇彬以白T裇配全黑西裝示

人，全程親民向四周揮手及放電
眼，出場時他亦以普通話跟大家
打招呼，吸引粉絲連連呼叫。可
能粉絲熱情加上人多擠迫，金宇
彬不時滴汗兼用手撥涼。
另外，主辦方在活動上邀請了

兩名粉絲到台上玩遊戲回答有關

《朋友2》的問題，金宇彬親手
為答中問題的粉絲在身上貼上心
心貼紙，又向她們大方送抱，讓
在場其他粉絲相當羨慕。有粉絲
為預祝《朋友2》在香港賣座，
於活動上親手送上兩個蛋糕給金
宇彬。金宇彬也沒有忽視其他粉
絲，到台下與一眾粉絲大合照，
讓大家為之興奮。
金宇彬表示，今次在《朋友

2》夥拍朱鎮模及劉五性兩位實
力派前輩有一定壓力，怕會影響
前輩的名聲，所以也很用心去
做，最後還跟前輩講「我愛你」

以示感謝。電影中有幕戲金宇彬
要拍爛醉場面，逼真演技獲前輩
力讚，他透露導演及前輩幫了他
很多，讓他可以有此發揮。金宇
彬在片中飾演爛仔角色，他說該
角色比較粗魯，跟真實的自己不
大相同，笑言兩者最似的是樣
子。他又表示拍電影的時間沒有
電視劇般趕，令他感覺上比較舒
服。活動最後，金宇彬多謝大家
支持，並透過翻譯說很愛粉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
娜首爾直擊）韓國經理人公司
YG娛樂前晚在首爾蠶室綜合
運動場舉行YG家族演唱會，
PSY、BIGBANG、2NE1等旗
下歌手悉數出席，吸引35,000
名粉絲捧場，當中PSY現身
時，全場反應最熱烈，而明日
滿 26 歲 的 BIGBANG 隊 長
G-Dragon（GD）獲全場唱生

日歌預祝生日，他開心到轉圈
圈感謝粉絲。
前晚演唱會歷時4小時，由

2NE1 以《CRUSH》打頭陣
登場，當中 MINZY 扭腰電
臀，又劈一字馬，分外搶鏡。
及後，樂童音樂家、Epik
High等單位接登場，今個
月才出道的新男團WINNER
則站在呼拉圈上從天而降，隊
長姜勝允介紹時吃螺絲，被隊
友笑說主持功力欠奉，他解釋
因第一次站上這麼大的舞台，
心情太緊張，又叮囑粉絲離場
時記得把垃圾帶走。另外，參
與過真人騷《WIN：WHO IS
NEXT》的練習生男團Team
B也驚喜登場表演，全場喜出
望外。
演唱會中段時，BIGBANG

五子已經現身，熱唱《Haru
Haru》 、 《Bad Boy》 、
《Fantastic Baby》 等 大 熱
作。之後各組合互相模仿，
BIGBANG 的勝利戴假髮扮
GD 唱《Crayon》，維肖維

妙；5子扮 2NE1唱《I Love
You》時，勝利和太陽賣力扮
嬌俏，GD則一臉尷尬，又忍
不住掩臉遮醜。當中勝利提到
BIGBANG除於後日踏入出道
八周年外，GD更於明日邁入
26歲生辰，全場馬上唱起生日
歌，GD開心到轉圈圈，T.O.P
還問大會有否準備生日蛋糕。
GD透露正努力為組合作曲，
可惜自己作得太慢，暫時仍未
知何時可出新碟，太陽則爆下
月會舉行個人演唱會，隊友起

哄叫T.O.P宣傳下月上映的電
影《老千2》時，他謂今次是
YG家族演唱會，婉拒宣傳新
作。
不過，當中高潮非PSY莫

屬，他熱唱《Gentleman》、
《Right Now》等 6首歌，唱
到《父親》時，全場大合唱，
場面感人，唱到神曲《江南
Style》時，全場大跳騎馬舞，
反應熱烈。最後安哥時，YG
眾歌手也以《江南Style》一
曲完結歷時4小時的演唱會。

BTL望與Angelababy合作

美國喜劇泰斗羅賓
威 廉 斯 （Robin
Williams）日前自殺身
亡，至今仍有不少粉
絲難忘他於電影中的
精湛演出，特地前往
他生前的拍攝場地憑
弔一番。早前有報道
指羅賓的遺孀蘇珊施
奈 德 (Susan
Schneider)會為他舉
辦一個小型的追思
會，更有消息透露羅賓的家屬及生前好友已先
後抵達加利福尼亞州蒂伯龍（Tiburon）籌備
追思會事宜，而今次的追思會將會低調進行。
此外，美國搖滾樂隊 KISS 成員 Gene

Simmons前日接受傳媒訪問時批評，時下年
輕人常常以抑鬱症為藉口怨天尤人，說得激
動時更爆粗叫他們去自殺。此言一出，即被
外界批評他有影射羅賓之嫌，又指他的言論
太過火，而同樣患有抑鬱症的美國殿堂級重
金屬樂隊Motley Crue結他手Nikki Sixx於其
Twitter中公開斥責Gene ，Gene其後於其
Twitter留言致歉。 ■文：Kat

傳遺孀為羅賓辦追思會

道重沙由美@Morning娘'14
11月26舉行畢業公演

日本女子組合Morning
娘'14隊長道重沙由美早
前宣布即將畢業，而其畢
業公演的日期已於昨日決
定下來。道重的畢業公演
將於 11 月 26 日假橫濱
Arena舉行，屆時她將正
式從組合中畢業。另外，
組合將於10月推出新細
碟，其中會包含道重首隻
solo曲。對於畢業日期逼
近，道重表示現在的心情
感到有點不可思議。

■文：Bosco

JYJ感激港迷熱情支持
YG家族齊集開騷
PSY馬舞掀高潮

■韓國天后 BoA 在前晚的「SMTOWN
LIVE WORLD TOUR IV in SEOUL」之
後，於網上上載
昌珉穿女裝的
合照。

網上圖片
■ 韓 國 組 合
Wonder Girls
（WG）前成員
昭熙的祖父前
日去世，昨日
昭熙與家人於靈堂守靈。
■日本性感女神藤原紀香近日抽空走訪德
島縣，參加當地一個大型的盆舞祭典，她
穿上傳統服裝大跳阿波舞，令圍觀的民眾
為之雀躍。
■金像影后珍妮花羅倫絲（Jennifer
Lawrence）近日傳出跟英國樂隊Coldplay
主音Chris Martin撻着，有指二人上星期曾
在紐約一齊度過。
■美國17歲真人騷女星Kylie Jenner發生
車禍，有指日前Kylie晚飯後駕車回家時，
與一架中途切線的私家車相撞，幸無人受
傷。

娛聞雜碎

■BIGBANG (上) 、 Epik High
(下)熱唱。 網上圖片

■PSY與WINNER及樂童音樂家等人合影。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達豐）韓劇《繼承者們》

男星金宇彬昨日再會香港粉絲，於商場宣傳其首齣電影《朋友2》。現實中的金宇彬跟

片中爛仔形象完全不同，表現斯斯文文，但亦不忘送抱冧粉絲。

■金宇彬昨日現
身宣傳電影。

■JYJ昨晚假亞博開騷。 李嘉嘉攝

■BTL喜歡Angelababy及G.E.M.

■■Ye-AYe-A喜歡乾淨的男人
喜歡乾淨的男人。。

■道重沙由美（前排中）。 網上圖片

■■連日來仍有影迷前往羅賓生連日來仍有影迷前往羅賓生
前的拍攝場地悼念他前的拍攝場地悼念他。。 美聯社美聯社

■有傳羅賓的親友
已抵達加州為他舉
行追思會。 法新社

■BoA、
昌珉

■■金宇彬跟台下金宇彬跟台下
粉絲合照粉絲合照。。

梁達豐梁達豐攝攝

■■金宇彬抱緊粉金宇彬抱緊粉
絲絲。。 梁達豐梁達豐攝攝

■■粉絲送上蛋糕預祝電影
粉絲送上蛋糕預祝電影《《朋友朋友22》》票房大收票房大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