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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S歌謠大戰》

■《SBS 歌謠大戰》
現場。
網上圖片

宋閔浩講錯「列島」
惹不滿

韓 國 《SBS 歌 謠 大 戰 》 前 晚 在 首 爾 舉
行，由俊男美女主持，人氣綜藝節目
《Running Man》 主 持 人 宋 智 孝 與 組 合
2PM 成 員 Nichkhun、 B1A4 成 員 Baro、
CNBLUE 成員鄭容和、INFINITE 成員 L、
WINNER 成 員 宋 閔 浩 組 成 的 「Lucky
Boys」搭檔主持，不過宋閔浩因唸出主持
稿上的「韓國列島」而引起爭議，由於
「列島」是一般韓國人用於形容日本的用
詞，難免惹觀眾不滿。

這次頒獎禮是相隔八年再次重辦，因此備受樂迷
注目，此次《SBS 歌謠大戰》分為五個部分，

其中今年最吸引大家眼球的組合 WINNER、GOT7
登台獻技，最讓大家印象深刻的還有車禍去世的組合
LADIES' CODE 成員恩妃、梨世，以及因病去世的
歌手申海哲的悼念環節，讓粉絲哀思。
此外，人氣組合 EXO 包辦了最佳男組合獎、最佳
專輯獎、最佳自拍獎等合共 4 獎成為大贏家，新人獎
則由 WINNER 收穫，最佳男歌手及女歌手則分別為
BIGBANG 的太陽和 Ailee。
不過，《SBS 歌謠大戰》期間就不太順利，除了
技術問題外，主持人之一的 WINNER 成員宋閔浩更

■EXO合共奪4獎成為大贏家。網上圖片

唸出主持稿將代表日本的「列島」形容為韓
國，惹觀眾不滿。「列島」一詞在韓國一般用
於代指日本，所以宋閔浩說「震撼大韓民國列
島」，觀眾自然不悅。SBS 電視台於官網道歉
表示就宋閔浩的措詞失誤道歉，深刻反省節目
組未能認真審核流程劇本這一點，今後將更加
小心以防止此類事情再發生。技術問題方面，
WINNER 登台演出時大會駁錯咪線，導致現場觀
眾聽到的不是 WINNER 的歌聲而是 Lovelyz 在後台
與別人打招呼的聲音，其他的還包括畫面變黑、切
換鏡頭失誤、歌手忘詞等一系列事故，讓寄予厚望
的廣大觀眾大為失望。
■文：Bosco

■松井珠理奈深夜到酒吧喝酒
松井珠理奈深夜到酒吧喝酒，
，
乃木坂 46 粉絲特別高呼要解僱
她。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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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喝酒

松井珠理奈引離隊爭議

相葉雅紀 韓孝珠等

印花

導演犬童一心、編劇菅野友惠兩位日
本影壇純愛達人，改編中村航的同名小
說，攜手炮製冬日浪漫奇蹟《戀愛魔
法》！作品一向不乏偶像巨星的犬童一
心今回在《戀愛魔法》，同樣綻放幕前
日韓星級陣容。由人氣天團「嵐」相葉
雅紀、《圖書館戰爭》氣質女神榮倉奈
奈、《天眼跟蹤》韓國影后韓孝珠及
《相愛的約定》型男生田斗真組成錯綜
複雜的四角關係，浪漫愛路相聚東京。
故事講述山本光（相葉雅紀 飾）性格
內歛，只靠漫畫創作表達心中所想，每
天晚上，他將自己的漫畫作品印製成
「小惡魔通訊」張貼於大街小巷 ，有一
天恍如小惡魔賜予魔法遇上了真命女
神， 韓國女孩素妍 （ 韓孝珠 飾） 知
性、自信，隻身在日本職場大展拳腳，
目標成為頂尖燈光設計師；山本為她一
見鍾情。杏奈（榮倉奈奈 飾）夢想成為 ■相葉雅紀
相葉雅紀、
、榮倉奈奈
榮倉奈奈、
、韓孝珠及生田斗真在
雕塑家的粗線條女生；表面是山本青梅 片中組成錯綜複雜的四角關係
片中組成錯綜複雜的四角關係。
。
竹馬的死黨，內心卻盼望山本還記得兒
時許下的愛的承諾。山本的大學同學 — 北山（生田斗真 飾），是金融才俊又是成功的業
餘漫畫家，夢想、事業兩得意；素妍為他一往情深。四人在情路交叉口未知何去何從之際，
一場戀愛奇蹟卻在聖誕前夕出現。
■文：Bo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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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月3日（星期六）
時間：12:30pm
地點：新光戲院

以低調高雅西裝配搭墨鏡示人的美國饒舌歌手
Pitbull，善於將拉丁舞韻融合流行元素，華麗的
節奏、琅琅上口的歌詞加上其快嘴饒舌，以熱情
的動感氛圍撼動舞池。與無數頂尖歌手合作的
多首單曲，於YouTube上的點擊率更高達10
億次。數個月前他和「籮霸」珍妮花洛庇絲
（Jennifer Lopez）及 Claudia Leitte 合唱了
2014 年世界盃的官方主題曲《We are One
(Ole Ola)》，風頭可謂一時無兩。Pitbull
將於明年 3 月 21 日晚上假亞洲國際博覽館 10
號館開騷，讓我們熱切期待 Pitbull 於香港舉辦
的首個音樂派對！
■文：Bosco

■Pitbull

艾頓莊拖
「丈夫」讀誓詞

■ 艾頓莊與 David 在婚禮上手握
手交換誓詞。
手交換誓詞
。
網上圖片

■ 艾頓莊
艾頓莊（
（ 右 ） 與 David
Furnish 簽紙。
Furnish簽紙
。 網上圖片

樂壇「大姑媽」艾頓莊（Elton John）前日在倫敦溫莎大宅與 David
Furnish完婚，而艾頓莊亦將多張婚禮照片上載到Instagram與大家分享
喜悅，其中見二人在婚禮上更手握手交換誓詞並手拖手宣讀誓詞，又
有兩人簽紙的合照，此外，大仔 Zachary 影到細佬 Elijah Joseph 既抱着
毛公仔又攬着David大髀，相當溫馨。
■文：Bo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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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製《戀愛魔法》

珠妍

據日本傳媒報道，日本女子組合 SKE48 王牌
17 歲的松井珠理奈，在 4 日演出《FNS 歌謠
祭》後深夜和男經理人一起前往酒吧「白金
imakara」。二人坐在情侶座位點了酒一起喝，
因為她未滿 20 歲的法定喝酒年齡，故此引起違
法應該要退團的爭議，特別是乃木坂 46 的粉絲
要求解僱松井珠理奈，因為乃木坂 46 的 19 歲
成員大和里菜，10 月份被《週刊文春》揭發在
六本木的酒吧飲酒最近被解僱。
松井珠理奈 2008 年 11 歲時加入 SKE48，很快 ■AKB
AKB48
48連續
連續5
5 年奪
年奪Oricon
Oricon年終單曲榜冠軍
年終單曲榜冠軍。
。
就能參與 AKB48 的單曲。在今年的總選中她獲
網上圖片
得第4名，加上年紀輕被認為是次世代的領軍人
日圓的名牌物品，被認為年紀輕輕就揮金如土。
物之一。除了喝酒事件，圈中也盛傳她私生活不
另 外 ， Oricon 2014 年 終 單 曲 銷 量 排 行 榜 ，
檢點，例如早前有報道指她深夜受邀去運營方的 AKB48 達成史上首次 5 年連續奪得單曲冠軍的創
公寓違反青少年法例，此外在高級酒店吃飯消費 舉，而且是連續 3 年獨佔 TOP 5，包括冠軍《拉布
20,000 日圓。在綜藝節目中介紹她擁有超過 13 萬 拉多犬》的178.7萬等。
■文：Bosco

Pitbull 明年亞博開唱

俞承豪轉愛成熟型女生

■俞承豪

網上圖片

韓國人氣女星高雅拉確定將搭檔剛剛退
役的俞承豪，出演古裝電影《朝鮮魔術
師》，另外，俞承豪前日在首爾舉辦了退
役後的首次粉絲見面會，還公開了自己的
理想型。活動中，他被問到軍隊中最幸福
的瞬間是什麼，俞承豪說：「點名之後就
寢之前的片刻閒暇。」對於理想型，他
說：「我喜歡清純的女生。從軍隊回來之
後理想型變了，喜歡長髮燙彎造型的女
生。」對於戀愛和結婚計劃，則說：「以
後我談了戀愛的話會告訴大家的。我喜歡
同齡人。最多相差四歲。希望以後和圈外
人結婚。」
■文：Bosco

娛聞雜碎

■珠妍 網上圖片
韓國近期不少組合都有成員退團，女子組合 After
School 成員珠妍亦被爆將退隊，對此，After School
經紀公司Pledis方面表示正在討論中。昨日上午，有
傳媒報道稱珠妍在退出組合後，將在演技等多種領域
展開活動。對此，After School經理人公司Pledis方面
相關人士表示：「珠妍的合約確實將在 31 日到期，
目前正在就續約進行討論中。After School 其他成員
的合約時間還剩很久。」
■文：Bosco

■日本上位男星山崎賢人前
日在新宿福家書店舉辦見面
會，跟 4,500 名粉絲逐一握
手。
網上圖片
■韓國男星李敏鎬將出席中
國電視台東方衛視跨年晚
會，據悉，電視台邀約了李
敏鎬出席今年的跨年晚會，
■山崎賢人
會攜手郭采潔獻唱中文歌。
■韓國歌手兼演員金賢重今年爆出毆打女友一事，為避免出席公開場
合時被傳媒追問，他以明年1月忙於舉行日本巡迴粉絲會為借口將缺席
2014 KBS演技大獎頒獎禮。
■外國傳媒《The Playlist》日前公布年度 20 大爛片，荷里活大製作
《變形金剛：殲滅世紀》（Transformers：Age of Extinction）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