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vril Lavigne患病臥床5個月

娛聞雜碎
■德國名模Heidi Klum前日
現身洛杉磯觀看NBA籃
球比賽。 美聯社

■葡萄牙導演 Manoel de
Oliveira 離世，享年106
歲，其死訊由監製 Luis
Urbano於昨日公開。

■日本人氣組合AKB48成員峯岸南近日遭日本傳
媒踢爆她於4年前疑大搞淫亂派對，並公開了
派對的照片，照片中見到她坐在一名男子的大
髀上，又疑似未成年飲酒。

■韓國天團BIG BANG所屬的經理人公司YG娛
樂昨天表示，BIGBANG將以4月25至26日在
首爾舉行的兩場演唱會揭開巡唱會序幕，截至
明年在全球15個國家舉行70場演唱會。

■韓國男星張赫昨日透過所屬公司宣布，將第3
次當爸，其妻子金如貞的預產期為今個月中，
張赫希望大家可以為二人送上祝福。

■韓國女星宋慧喬和宋仲基將合作演出今年下半
年KBS電視台的新劇《太陽的後裔》，宋仲基
將飾演被派往海外的特種兵軍官，宋慧喬則飾
演在派兵部隊工作的軍醫。

已故男星保羅獲加（Paul Walker）演出的
遺作《狂野時速7》（Furious 7）前日於洛杉
磯舉行首映，眾有份參與的演員雲迪素（Vin
Diesel）、狄維莊遜（Dwayne Johnson）、
米雪露芝姬絲（Michelle Rodriguez）、
Tyrese Gibson及Tony Jaa等亦有出席。眾人
於首映禮上向保羅致意，雲迪素感性地道：
「你知道嘛，去年要回來工作是相當困
難。」他又表示希望大家可以欣賞電影當中

每一位演員：「因為你永遠不知道這一次會
否是你最後一次見到他們。」製片人 Neal
Moritz表示：「你知道我們在拍攝期間痛失
了一位我們最親愛的人，保羅是我見過最體
面、最體貼及最有愛心的人，失去了他對我
們而言是一個重大的打擊。我相信保羅現正
在天上向我們微笑，我們會永遠愛你，你永
遠都是我們的一分子。」
此外，雲迪素同日孖女友Paloma Jimenez

及一對仔女現身洛杉磯中國劇院打手腳印，
場面溫馨，而電影拍檔米雪露芝姬絲、
Tyrese Gibson 及 Ludacris 等亦有現身撐
場。 ■文：Kat

剛剛於上月於上月2121日來港開騷的李敏鎬昨日再度訪港日來港開騷的李敏鎬昨日再度訪港，，現現
身尖沙咀出席護膚品牌活動身尖沙咀出席護膚品牌活動，，與現場約一百位粉與現場約一百位粉

絲分享護膚心得及作近距離接觸絲分享護膚心得及作近距離接觸。。李敏鎬於下午李敏鎬於下午22時時
3030分現身分現身，，以黑白色便裝亮相的他甫出場即向粉絲笑以黑白色便裝亮相的他甫出場即向粉絲笑
晒揮手晒揮手，，又用廣東話向粉絲問好又用廣東話向粉絲問好：「：「大家好大家好，，我係李我係李
敏鎬敏鎬，，你好嗎你好嗎？」？」台下粉絲即向偶像齊聲高呼台下粉絲即向偶像齊聲高呼：：
「「好好！」！」

赴濟州感放鬆舒服赴濟州感放鬆舒服
由於今次是他自公開戀情後首度來港由於今次是他自公開戀情後首度來港，，故此其戀情亦故此其戀情亦
成為傳媒焦點成為傳媒焦點，，但由於大會沒有設立傳媒即場問答環但由於大會沒有設立傳媒即場問答環
節節，，故此李敏鎬沒有機會被問到有關女友秀智的問題故此李敏鎬沒有機會被問到有關女友秀智的問題。。
對於今次再度來港對於今次再度來港，，李敏鎬表示李敏鎬表示：「：「兩星期前曾來港舉兩星期前曾來港舉
辦自己的活動辦自己的活動，，多謝粉絲的支持多謝粉絲的支持，，這次很開心又可以再這次很開心又可以再
與香港的粉絲見面與香港的粉絲見面。」。」李敏鎬早前特別為品牌前往濟州李敏鎬早前特別為品牌前往濟州
拍攝宣傳片拍攝宣傳片，，被問到對濟州的感覺如何時被問到對濟州的感覺如何時，，他說他說：「：「濟濟
州是韓國最靚的島州是韓國最靚的島，，每次到該處都會覺得很放鬆及舒每次到該處都會覺得很放鬆及舒
服服，，我覺得香港跟濟州感覺很相似我覺得香港跟濟州感覺很相似，，每次來都給我一種每次來都給我一種
很舒服的感覺很舒服的感覺。」。」
此外此外，，他又透露自己曾為品牌參與過環保手巾設計活他又透露自己曾為品牌參與過環保手巾設計活

動動，，藉以推廣環保理念藉以推廣環保理念，，他更即場拿出手帕向粉絲展示他更即場拿出手帕向粉絲展示
一番一番。。他直言是首次參與設計手帕他直言是首次參與設計手帕，，亦很可能是最後一亦很可能是最後一
次次，，因為沒有藝術天分因為沒有藝術天分，，他自嘲道他自嘲道：「：「我對自己的畫功我對自己的畫功
並沒有信心並沒有信心，，所以亦有與設計師商量所以亦有與設計師商量，，這次是我的第一這次是我的第一
次次，，亦有可能是最後一次亦有可能是最後一次，，因為我未必幫得上忙因為我未必幫得上忙，，應該應該
不會有人再找我設計了不會有人再找我設計了。」。」談到他有何護膚心得時談到他有何護膚心得時，，他他
坦言平時最注重毛孔管理坦言平時最注重毛孔管理。。

替粉絲拾禮物替粉絲拾禮物
隨後隨後，，大會即場抽出大會即場抽出55位幸運粉絲上台位幸運粉絲上台，，與李敏鎬合與李敏鎬合

照及收禮物照及收禮物，，李敏鎬大方地向每位幸運粉絲送抱李敏鎬大方地向每位幸運粉絲送抱，，有粉有粉
絲因為太緊張而將禮物弄掉絲因為太緊張而將禮物弄掉，，李敏鎬見狀即主動替粉絲李敏鎬見狀即主動替粉絲
拾回禮物拾回禮物，，盡顯細心又風度的一面盡顯細心又風度的一面。。
另外另外，，李敏鎬前晚抵港時李敏鎬前晚抵港時，，獲逾獲逾200200名粉絲到場接名粉絲到場接

機機，，有不少粉絲高舉橫額支持偶像有不少粉絲高舉橫額支持偶像。。由於航班延誤由於航班延誤，，李李
敏鎬約於晚上敏鎬約於晚上1111時時4545分步出分步出VIPVIP通道上車通道上車。。身穿牛仔外身穿牛仔外
套的他一現身即向在場粉絲揮手致意套的他一現身即向在場粉絲揮手致意，，盡顯其親民作盡顯其親民作
風風。。最後最後，，他於保安人員及工作人員的護送下乘四人房他於保安人員及工作人員的護送下乘四人房
車離去車離去。。他於昨日活動結束後他於昨日活動結束後，，便立即乘機飛返韓國便立即乘機飛返韓國，，
結束今次旋風式訪港之旅結束今次旋風式訪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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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鎬自
香港文匯報訊 最近承認與韓國女子組合missA成員秀智相戀的韓國

男神李敏鎬，昨日自公開戀情後首度來港出席護膚品牌活動，與在場約

一百名粉絲分享護膚心得，雖然他沒有談及女友，但有愛情滋潤的他全

程笑容滿臉，對粉絲熱情不減，向5位幸運粉絲大方送抱，心情明顯甚

佳。席間，他透露自己首次為品牌設計手巾，但就自嘲自己的畫功不了

得，所以有可能是最後一次設計手巾。■採訪：李嘉嘉 攝影：植毅儀

嘲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名導尹
濟均執導的溫情片《半世紀的
諾言》將於下周四（9日）在
港上映。早前尹導攜該片出席
《第9屆亞洲電影大獎》時，
抽空接受本報專訪，暢談製作
該片的點滴，他表示是為了去
世的父親才決定拍攝該片，並
不是大家想像的特意講韓國的

近代史。他又大讚客串演出的東方神起成
員允浩有禮貌，對電影有熱情，因此其角
色僅面試了他就決定起用他，不作他選。
《半世紀的諾言》講述德秀（黃政民

飾）於亂世中，如何履行對父親的承諾，
做好一家之主。電影由上世紀50年代講到
80年代，包含了韓戰、韓國男生赴德國做
礦工、越戰、離散家庭電視尋親等重要韓
國近代史，不少觀眾看畢後，均分外有共
鳴。不過，尹導透露拍攝動機其實是為了
向父親說一聲謝謝，「父親在我大學二年
級時去世，如天下父親一樣，為了家庭辛
勞工作，但我連向他說一聲『辛苦了』、
『我愛你』也未能做到，所以才決定拍這
片，希望觀眾看時，可以想想自己的家
人。」問到家人看畢後有何感想？他笑
言：「媽媽讚拍得好；妻子說辛苦了；但
兩名兒子卻說很悶！」

煤礦場面最難拍
戲裡有不少大規模的場面，尹導稱很多
人都以為片頭的興咸大撤退最難拍，但並
不是，反而是煤礦場面最難，「當時在捷
克取景，不能在礦坑逗留超過一小時，要
上去休息30分鐘，才能再下去拍。黃政民
和吳達秀拍這場戲時，也說很辛苦，想像

不到父母那代的礦工如何在礦坑日
工作12小時以上。」這是肉體上
的辛苦，精神上則是電視台尋親那
幕戲。「因為要一直保持那種尋親
的患得患失、激昂的情緒，不能拍
太多次，最多3次就要拍完。」
該場尋親戲亦成為不少人的落淚

點。為了重現最真實的效果，尹導捨棄一
貫拍一個鏡頭，看一次，再從另一個方向
拍攝的做法，動用7台攝影機，如現場直
播一樣，將黃政民身處的韓國電視台與
妹妹身處的洛杉磯電視台連線來拍攝。
他還透露黃政民為了真實地演出與妹妹
相隔33年再現的激動，事前拒絕跟飾演
妹妹的舞蹈員見面，「起初我以為政民
是太辛苦，身體狀況不太好，才拒絕見對
方。後來拍畢後，他才跟我解釋，因為本
身就沒有見過對方，與劇中設定相似，才
希望在拍攝時透過連線首次見面，成功蘊
釀那激動的喜悅之情。」

揀史實排除政治
《半》片包含了每個年代的一個重要史

實，尹導強調揀選史實時首要排除政治，始
終是一家大細觀看的電影；二來是與韓國經
濟有關連，當中韓戰與離散家族是無法捨棄
的，因在韓戰中受到其他國家的幫忙，所以
70年代就選了越戰，韓國人如何協助其他國
家。
談到越戰，東方神起允浩驚喜以海軍陸

戰隊成員身份亮相，成為一大亮點。尹導
謂允浩扮演的海軍陸戰隊隊員本身是歌
手，簡單來說可以當作是70年代的東方神
起，是一位非常棒的歌手，所以他揀人時
有三個條件：一是現今長得帥的歌手；二
是說話要有口音，因為那位歌手原本也有
口音；三是要有禮貌，因為有些明星會很
狂妄，欠缺禮貌。「第一次跟允浩見面
時，就覺得他很有禮貌，有人情味，對演
戲也有熱情，他是第一個試鏡的，見了他
之後，就沒有見其他人了。」

■採訪、攝影：陳敏娜

《狂野時速7》洛杉磯首映
雲迪素率眾悼保羅獲加

昨日已在香港上映的《衝鋒車》入圍第3
屆倫敦國際華語電影節競賽項目及第14屆
紐約亞洲電影節參展項目。導演劉浩良對

此表示非常興奮，他認為能夠令電影入圍
世界各地不同的電影節對他來說是一個很
大的鼓舞，亦希望戲中的香港精神能夠揚
威世界各地，在未來希望能夠憑電影入圍
更多不同的電影節。監製鄭保瑞又希望票
房理想，不過亦不敢抱太大期望，會以平
常心面對。演員正努力度期，希望能夠出
席倫敦國際華語電影節。
鄭保瑞及劉浩良率領眾演員吳鎮宇、古

巨基、譚耀文、鄭浩南、思漩及姜皓文等

出席昨日於北京金逸影城舉行的首映，並
走訪多間戲院。北京首映禮是古巨基首次
參與電影公開活動的一天，吳鎮宇笑說宣
傳時就只靠他與其他壯男，華哥又繼續在
歐洲風流快活，基仔之前的香港宣傳又沒
有出席。鎮宇笑說基仔掛住搵人仔，捨不
得回港。基仔大呼冤枉，並稱只是一直有
工作在身才未能回港跟大家宣傳，基仔更
笑說自己搵的人仔都不夠鎮宇多，求鎮宇
別揶揄他。 ■文：Kat

韓國組合N-Sonic成員Zion與韓國男
星金秀賢的親戚關係再度成為熱話，近
日在各大搜尋榜上出現了「金秀賢表
弟」的熱門搜尋字眼，對於與金秀賢為
表兄弟的關係再被關注，Zion認為金秀
賢是他的學習對象，但亦希望大眾不要
只集中他是金秀賢表弟的身份，同時他
亦會為此而更努力活動，期望未來大家
能夠認得他是N-Sonic的Zion，並在唱
歌及演戲上有代表作與大眾見面。另外，私下的Zion平時愛收集波鞋，對時裝潮流
非常感興趣，故每次進行海外活動時縱然日程緊湊亦都不忘抽空購物。 ■文：Kat

加拿大Punk Rock小天后Avril Lavigne自去年9月後一
直未有公開露面，其後她表示自己的健康出了問題，更請
粉絲為她祈禱，但她一直未有透露身患何病，有人猜測她
是懷了孕。日前，久未露面的她接受雜誌訪問，自爆自己
是感染了萊姆病（Lyme Disease），該病使她要臥床足足
5個月，又令她呼吸困難，她表示一星期沒有洗澡，更以
為自己會死去，幸好現在已康復了8成。 ■文：Kat

《衝鋒車》入圍倫敦國際華語影展
劉浩良盼弘揚香港精神

讚允浩對電影有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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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on@N-Sonic愛收集波鞋

■東方神起的允浩飾
演海軍陸戰隊隊員。

■■尹濟均希望觀眾看這尹濟均希望觀眾看這
部電影時部電影時，，可以想想自可以想想自
己的家人己的家人。。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Avril LavigneAvril Lavigne 法新社法新社

Zion

■左起：紀煥博、姜皓文、思漩、鄭浩
南、譚耀文、吳鎮宇、古巨基及劉浩良出
席北京首映。

■■雲迪素 路透社雲迪素 路透社

■■有粉絲與李敏鎬的人形紙牌合照有粉絲與李敏鎬的人形紙牌合照。。 ■■李敏鎬與幸運粉絲拍大合照李敏鎬與幸運粉絲拍大合照。。

■■李敏鎬向粉絲李敏鎬向粉絲
親切揮手親切揮手。。

■■李敏鎬與粉絲擁抱李敏鎬與粉絲擁抱。。

■■李敏鎬展示自己有李敏鎬展示自己有
份設計的環保手帕份設計的環保手帕。。

Heidi KlumHeidi K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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