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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屆金球獎頒獎典禮於香
港時間前日早上圓滿結束，各
個獎項亦已塵埃落定，去年於
金球獎封帝，奪得電影喜劇／
歌舞片組最佳男主角的里安納
度 狄 卡 比 奧 （Leonardo
DiCaprio）今年雖然無緣再角
逐影帝寶座，但他仍然不愁寂
寞，除了現身金球獎頒獎禮前
夕派對外，又出席友人的生日

派對，更有傳他於派對上與同
為座上客的美國性感女歌手
Rihanna咀出愛火！
今年沒有出席金球獎頒獎禮的

里安納度就化身「派對動物」，
於周六現身金球獎前夕派對。席
上眾星雲集，除了里安納度外，
還包括英國超模娜奧美金寶
（Naomi Campbell）、美國饒
舌歌手50 Cent及性感女星史嘉
莉祖安遜（Scarlett Johansson）
等，50 Cent更於派對上向多位
名人「集郵」，並將照片上載至
其社交網站「開心Share」，其
中一張包括他與娜奧美的合照，
但他們卻遭背後的里安納度搶
鏡，50 Cent於照片上留言道：
「我被世上其中一個最型的人搶
鏡頭了。」此外，里安納度同日
出席設計師友人Chuck Pacheco
的 30 歲生日派對，同場還有
Rihanna。有消息指二人表現親

暱，更指二人當場接吻。

Selena慶功宴疑拖新仔
此外，美國青春女歌手

Selena Gomez 及好姊妹Taylor
Swift亦有出席金球獎頒獎禮後
的慶功派對，有指於慶功宴上，
Selena與她的偶像珍妮花安妮絲
頓（Jennifer Aniston）傾談期
間，同時手拖着DJ Zedd的手，
因而傳出二人暗地裡撻着。另一
邊廂，據報指Taylor於慶功宴
上遇上舊愛積嘉倫賀（Jake
Gyllenhaal），有指她與積碰面
後心情低落，需要名模好友
Cara Delevingne送抱安慰。
另外，獲金球獎頒終身成就獎

的佐治古尼以一身黑色「踢死
兔」現身頒獎禮，他接受訪問時
自爆自己當日所穿的西裝是婚禮
當日所穿的，今次是「循環再
着」。 ■■文：Kat

現身派對為好友慶生
傳里安納度Rihanna吻出愛火

韓國人氣樂隊CNBLUE靈魂人
物、主唱鄭容和即將推出首張個人
專輯，其經理人公司近日宣布鄭容
和在首張專輯中將會與多位音樂人
合作，當中更包括了華語歌壇中重
量級好友、「金曲歌王」林俊傑，
兩人首度合唱擦出火花。
鄭容和表示：「這是我第一次和

其他藝人在音樂上交流，也是對我
自己非常有意義的一張專輯，非常
感謝林俊傑可以爽快答應合作，能
一起製作音樂真的是十分有趣的一
次經驗，希望日後也能有更多合作
的可能性。」
林俊傑提到對鄭容和的印象時說：「印象很深刻，有一回一起在

北京參加頒獎典禮，鄭容和特別走向我跟我握手致意打招呼，非常
有禮；甚至我送自己品牌SMG的衣服給他和CNBLUE團員，沒多
久他們出席新加坡的活動就穿着我的服裝出現，讓我真的很感動，
覺得真的非常親民，加上還沒親自碰到他本人之前，我就很喜歡
CNBLUE的音樂，所以對於這次的合作非常期待！」■文：Bosco

今次是東海首次以個人身份來港
宣傳，當他見到這麼多傳媒來

採訪時，忍不住「嘩」一聲，大感
驚訝，用英文直言：「大家庭！」
其實，他作為SJ的門面擔當，今次
在新片中又飾演型英帥學生會會長
李正宇，受歡迎和備受傳媒追捧是
理所當然，只是他多番強調：「我
出身鄉村地方，不是首爾人，真的
不覺得自己是花美男，只是鄉下
仔，多謝傳媒的讚美。」

吸煙10分鐘見暈
東海謙虛有禮，對作品亦非常重

視認真，今次首次擔正做電影男主
角，早在開拍前花了廿日與其他演
員共處，日花7、8個小時對劇本、
練台詞，平時每分每秒亦沒有浪
費，細心觀察身邊的人和事物，獨
處時練獨白，也觀看大量的電影、
電視劇作參考，就算只收到劇本，
最終沒有出演，也會拿來練習，無
時無刻都努力地增進演技。其敬業
態度甚至可以追溯至25歲時，明明
是非吸煙者，因深明拍戲有時避免
不了吸煙場面，故意學吸煙，所以
今次在《少》片中的吸煙場面，他

承認比起打架、講粗口等場口難
拍，但他笑說：「我都吸得蠻不
錯！當時在10分鐘內吸了8至10支
煙，吸到有點暈。」
在戲中，東海遭同儕欺負，現實

中他很幸運，未曾遇上相同情況，
「中學過得很開心，經常與同學仔
說笑，有時也會與男同學講下粗
口，拍攝《少》片時，勾起不少學
生時期的回憶。」

盼與隊友飆戲
東海今年已經28歲，在戲中要飾

演高中生，看來有點超齡，他卻信
心十足地說：「我穿校服還蠻襯
呀！說真的，高中已入SM娛樂做
練習生，學唱歌跳舞演戲，準備出
道，經常要早退，很遺憾不能好好
享受校園生活，所以一直很想穿校
服拍戲，今次接到這個劇本，最喜
歡是可以穿校服拍，而且李正宇的
性格與我正好相反，帶點雙面人的
設定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談到首次擔正會否有壓力，東海

謂當時只是想演戲而接拍，與導演
金鎮茂亦一早認識，對方很了解自
己，很信任他，互相有默契，直至

《少》片上映時才真正感到有壓
力。今次只是短篇形式，有點意猶
未盡，東海卻不認同，不論短、
中、長篇，他都一視同仁，抱着有
趣地拍攝的心態去挑戰，不過，如
果有機會穿校服再拍一部長片就好
了，果然有校服情結。問到有否向
演戲經驗豐富的始
源取經？他表示：
「與隊友太熟，隊
友看時會感到尷尬
和怕羞，不足的地
方當然有，他們也
有鼓勵我。」因

2007年曾與隊友共演電影《花美男
連鎖恐怖事件》，談到將來會否與
隊友一齊拍戲，他認間中都有與隊
友討論這話題，「當時年紀太輕，
現在長大了，如果有年紀適合的角
色，都想與隊友一起出演。」

■採訪：陳敏娜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人氣組合Super Junior (SJ)的成員

李東海主演的新片《少年輕狂》上周五(9日)正式在港上

映，他旋風訪港24小時為新片宣傳，並抽空接受傳媒訪

問。他見到這麼多傳媒採訪時受寵若驚，自謙是鄉下仔

而非花美男，又自爆一直恨穿校服拍戲，即使今年已28

歲，仍然期待下次可再穿校服拍戲。或者學生時期留下

太多遺憾，造就東海這股校服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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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金融監督院近日曝光了44名在境外進行交易
時違反韓國相關法律的富豪以及藝人的名單，名單上
包括了韓劇《美女的誕生》女星韓藝瑟和著名經理人
公司SM娛樂代表李秀滿，對此李秀滿和韓藝瑟方面都
表示否認。
韓藝瑟所屬的Keyeast事務所就事件發表聲明，指韓

藝瑟於2011年以本人名義獲得美國洛杉磯的一處建築
並進行了申報。之後為了更好的管理，她便以股東的
方式移交了擁有權，而法律上不存在任何問題。由於
韓藝瑟工作忙碌，親自管理房地產並不容易，所以
選擇了這樣的方式。事務所續道：「因為沒有認真
了解取得股權時申報的規定才發生了這樣的問
題，近期收到了金融監管院可以繳納罰款的通
知。並不是有意而為之，只是對相關規定沒
有進一步的認知，對此當地也表示認可，
並要求繳納罰款即可。」公司強調韓
藝瑟今後會根據通知及時繳納罰
款。 ■文：Bosco

韓藝瑟涉違法境外交易
韓國人氣組合 B1A4 周六

（10日）在馬來西亞舉辦粉
絲見面會，吸引了一千名粉
絲捧場，但最終卻因與穆斯
林女粉絲牽手及抱抱等親暱
動作，激起當地伊斯蘭信徒

不滿，紛紛向B1A4及主辦單
位群起攻之，更有當地傳媒
指B1A4「性騷擾」。
事緣於活動當日，B1A4抽

出五位幸運兒，與粉絲玩遊戲
作近距離接觸，其中一位被抽
中的粉絲是伊斯蘭信徒。
B1A4則與該名女粉絲手拖手
及擁抱，此舉觸犯了伊斯蘭教
女性不能與男性有肢體親密接
觸的規定，因而惹起了當地伊
斯蘭信徒不滿，指他們不尊重
伊斯蘭教文化，又要求主辦單

位負全責。
B1A4的經理人公司表示，

旗下藝人是依照主辦方設計
的活動與粉絲重演電視
劇的橋段，事先已得到
了該名粉絲的同
意，但亦表示今後
舉辦海外的粉絲見
面會時，會多加考
慮當地的文化，以
免同類事件再次發
生。

■■文：Kat

美國饒舌天王Eminem雖然經常
被指吸毒，早前又與澳洲饒舌歌手
Iggy Azalea隔空開火，負面新聞
多多，但他亦有溫情的一面。據報
指，他的一名 17 歲粉絲 Gage
Garmo早前不幸患上了罕見的骨肉
瘤，屬骨癌一種。醫生當時估計他
只剩下一星期的壽命，其家人及朋
友於社交網站發放了Gage希望與
偶像見面的心願。據悉，Eminem
知道事件後，於周日（11日）到
Gage的住所低調探望他，一償他
的心願。 ■■文：K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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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迪士尼樂園昨日為以動畫《魔雪奇緣》（Frozen）作為主題的新活動進行開
幕紀念，找來為《冰雪奇緣》配音的松隆子、神田沙也加以及負責唱片尾曲的
May J.等坐開篷車參與巡遊。松隆子於去年尾宣布已為結他手丈夫佐橋佳幸懷孕多
月，預產期為今年春天，當日她挺着
大肚精神不錯，不時笑着向群眾揮
手，而她穿上灰色鬆身大褸所以看不
見其大肚，她又圍上頸巾保暖。

■文：Bosco

松隆子挺大肚巡遊

■「吸血女」姬絲汀史超域（Kristen
Stewart）前日現身紐約，出席著名時
裝設計師、兼前披頭四（Beatles）成
員保羅麥卡尼（Paul McCarteny）的
女兒Stella McCartney的時裝活動，
早前有傳她戴上了訂婚戒指，但未知
另一半屬誰。 法新社
■韓國組合Brown Eyed Girls的佳仁在網上聲言要減
肥，但後來又上載先農湯的照片，笑言：「食埋這個先。」
■韓國女歌手BoA近日正出國旅行，前天她上載自拍大
晒佛羅倫斯美景。
■韓國女星張娜拉出道5000日，有粉絲送上蛋糕和鮮

花慶祝，張娜拉大受感
動，感謝粉絲們的支持。
■日本二人男子組合
CHAGE and ASKA成員
ASKA情人栩內香澄美，
其興奮劑管制法違反罪昨
日獲宣判，被處兩年有期徒刑，緩
刑3年。
■日本男星妻夫木聰主演的電影《溫哥華的
朝日》前日舉行活動，妻夫木聰被記者追問與混
血女星MAIKO的戀情，他透露交往順利，首度
在公開場合承認戀情。

Eminem
低調探患癌粉絲

B1A4在馬攬粉絲挨批

娛聞雜碎

■■姬絲汀史超域姬絲汀史超域

■鄭容和(左)感謝林俊傑爽
快答應合作。

■■Selena Gomez（右）與好姊妹
Taylor Swift（左）現身頒獎禮後的
慶功派對。 網上圖片

■■5050 CentCent（（中中））與娜奧美金寶被與娜奧美金寶被
里安納度里安納度（（左左））搶鏡搶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圍着頸巾的松隆子精神不錯圍着頸巾的松隆子精神不錯。。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韓藝瑟方面強調並非有意韓藝瑟方面強調並非有意。。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B1A4 網上圖片

■■ EminemEminem
親自上門探親自上門探
患病粉絲患病粉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東海自謔鄉下仔，
感謝傳媒的讚美。

梅馨文攝

■■東海今次首東海今次首
次擔正做電影次擔正做電影
男主角男主角。。

■■Rihanna與里安納度傳緋聞。
資料圖片

■東海認為自己
穿校服蠻襯。

■■李東海見到大李東海見到大
批傳媒採訪感到批傳媒採訪感到
受寵若驚受寵若驚。。

梅馨文梅馨文攝攝

自認鄉下仔非美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