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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男歌手Robbie Williams將於9
月23日假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演唱
會。Robbie的全新演唱會「Let Me
Entertain You Tour 2015 」剛於3月
25日在西班牙馬德里揭幕，隨後繼續
在歐洲巡迴演出。他亦會到多個從未
到訪過的城市進行巡演，令各地樂迷
引頸以待。是次門票最貴為$1,480，
將於明日(10 日)作公開發售。這個
「壞孩子」在2006年歐洲巡迴演唱會

的門票，曾經
一 日 內 售 清
160 萬張，令
其躋身健力士
世 界 紀 錄 大
全，成為最短
時間賣出最多
演唱會門票的紀錄保持者。有着這樣
驕人戰績，相信港迷購票要「欲購從
速」！ ■文：凡文

Robbie Williams
今秋再來港開騷

韓國人氣男子組合EXO昨日出道三周年，其經理
人公司SM娛樂宣布已於上月底為正在中國拍攝電影
的LAY設立了個人工作室，助他在當地發展個人影
視、音樂等活動。今次是SM首度為中國籍藝人設立
工作室作個人發展，據知SM有感LAY的真誠及誠
信，所以才打破慣例，以行動支持他。LAY也強調會
遵守合約精神，亦會動用自己在中國的資源輔助公
司，促進公司成長和中韓文化的交流及發展。他更在
微博發文，寫道：「感恩、珍惜、努力，願與公司一
起成長。」
另一方面，隊友XIUMIN將首度獨自出演綜藝節目
《CRIME SCENE》，出任第二季的嘉賓。他透露第
一季已有收看，當時已經想出演，表示會以其細心之
優勢來完成完美的推理。 ■文：Mana

美國時間 4 月 7 日，荷里活女星
Mischa Barton入稟洛杉磯最高法院，控
告身兼經理人的母親Nuala Barton侵吞
其財產，而且亂接代言，損害其名譽。
Mischa 於 17 歲時憑美劇《The O.

C.》走紅，但近年星運麻麻。她在文件
中指責母親是貪財的吸血鬼，如她於
2013年接拍電影《The Hoarder》時，
母親在其片酬做手腳，賺取當中的差價
和經理人佣金；也試過在沒有取得其同
意前，便以其名義推出手袋系列和在倫
敦開設時裝店，事後一分錢也沒有給她
等。Mischa對母親感到非常失望，而
Nuala暫時沒有就事件作出任何回應。

Kanye致歉甩官司
另一方面，美國男歌手Kanye West

於2013年7月
因當街打狗仔
隊 Daniel
Ramos，而被
控傷人罪，事
件擾攘逾年，
日前有新進
展，指二人已
經達成庭外和
解。Daniel 的
代 表 律 師
Gloria Allred
拒絕透露和解的詳細內容，但表示
Kanye已正式向Daniel道歉，二人更握
手言和。Gloria稱此案傳達了一個重要
訊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藝人也不會
優待。 ■文：Mana

韓國饒舌歌手E-Sens
昨日被揭因在家吸食大
麻，已於本周一(6日)被
警方緊急拘捕。警方表
示E-Sens與李姓朋友分
別於去年9月14日在麻
浦區一停車場、上月15
日各自在家中，以及上
月30日一齊在家中，合
共三次吸食大麻而決定

採取行動，拘捕他，而
E-Sens亦對吸毒行為直
認不諱。
今次已是他繼2011年

及去年後，第三次因吸
毒被捕。法院表示他屢
教不改，是重犯，加上
今次在緩刑期內再犯
案，會向他進行起訴調
查。 ■文：Mana

影帝黃政民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名導尹濟均繼《海雲臺》、《戇爸的

禮物》後的新作《半世紀的諾言》將於今日在港上映，影帝

影后級人馬黃政民和金允珍攜手主演，二人日前接受本報電

郵訪問，自爆看試片時，看第一幕已經哭個不停。而一向演

開男人戲的黃政民自信有駕馭感情戲能力，還盼望高齡60歲

時，仍可拍愛情小品。

告母親侵吞財產
Mischa Barton斥是吸血鬼

黃政民在戲中飾演長男德秀，因父親和二妹在兵荒馬亂中失散，他肩
負起一家之主的負任，照顧母親、弟弟和大妹，甚至為家人放棄自

己的理想，去德國做礦工和赴越南當僱傭兵，卻也因此在德國邂逅意中
人英子(金允珍飾)，結成良緣。

金允珍呻老妝過火
尹導透露寫劇本時，已相中黃政民出演，不少觀眾亦覺得是為黃政民

度身訂做，他本人卻自覺性格與德秀並不相似，「如果真的要說有哪部
分最像，就是我也是別人的兒子，亦是一個兒子的父親。」

而近年主力在荷里活發展，目前正拍攝美劇《獵豔情人》(Mistresses)
第三季的金允珍則表示一直很想與尹導合作，而且劇本打動其心，促使她
暫別荷里活，歸國接演《半》片。她坦言：「不論是哪個地區的作品，只
要有趣，我一定會參與。」她又謂英子是典型強悍的韓國媽媽，在角色身
上見到自己母親的影子，所以以母親作靈感扮演該角。
在戲中，二人由20歲演到70歲，黃政民指花了4小時化老妝，第一次

試，感覺新鮮有趣；金允珍則謂直接見到自己變老，很新奇，但她呻化
得太老了，70歲其實沒有那麼老。問到哪個時代較易演？黃政民直言：
「當然演和我實際年紀相近的年代比較輕鬆，但我最喜歡的還是化老
妝，演70多歲老人。說真的，演戲本身就是一件難事，絕對沒有容易的
地方。」

等足一年 首看哭紅眼
今次是二人第二次合作，黃政民稱讚金允珍一直是一位充滿魅力的女

演員，金允珍卻澄清他們應該屬首度合作才對，「直至宣傳《半》片
時，才知道黃政民曾演過《生死諜變》，但很可惜那場戲我無份拍。他
是一個偉大的演員，很喜歡和他合作，期待不久的將來再合作。」

戲中二人在舞會上翩翩起舞，他們笑稱跳舞不叻，而該場戲亦是金允
珍難忘的其中一個場景，「當慢動作看着礦工與護士跳舞時，感受到劇
痛的憂傷，失落的時間和記憶。」據悉，尹導曾說過黃政民是唯一可駕
馭該感情線的演員，他直言：「我完全同意，但觀眾似乎不是這樣想。
無論如何，我希望到60歲時仍可拍愛情小品。」

此外，二人亦自爆看試片時，看到第一場戰爭場面已經忍不住落淚。
黃政民直言：「由開拍到正式上映足足等了一年，一直很期待，所以
看到第一場戲已經哭紅眼。」戲中他印象最深是電視台尋親及最後望
着父親照片獨白那兩幕。問到其父親及兒子看畢《半》片後，有何感
想？他直言：「父親本身就寡言，看完後也沒有講甚麼；反而兒子問
電影幾時才播完。（笑）」

黃政民被允浩名氣嚇倒
另一方面，黃政民與吳達秀在戲中飾演難兄難弟，擦出不少火花。黃

政民謂二人以前合作過很多次，很熟，亦期待將來可以再合作。他亦感
謝東方神起的允浩願意客串出演，「雖然對手戲不多，但留下了美好的
回憶，而且真的不知道他在全世界這麼有名，嚇了一跳。」

《半》片在韓國口碑甚佳，票房長紅，黃政民謂初得悉時，有點難以
置信，沒有真實感，但真的很開心。而他的演技亦備受讚賞，問到有否
信心再斬獲影帝寶座？他直言：「得獎與否並不重要，重要是觀眾理解
《半》片，大家隨着電影一齊笑、一齊喊，已經百分百很滿足。」

■採訪：陳敏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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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時間4月7日，名模Chrissy Teigen和雙
棲男星Jussie Smollett現身加州，宣布《2015
Billboard音樂獎》的入圍名單，當中鄉謠小天
后Taylor Swift於13個類別中獲得14項提名，
領跑其他歌手，跟隨其後是英國新人王Sam
Smith，二人在最佳藝人、最佳Billboard 200
專輯榜歌手等多個項目中狹路相逢，誰勝誰負
難以預料。《2015 Billboard音樂獎》頒獎禮
將於5月17日舉行。 ■文：Mana

E-Sens
三度吸大麻被捕

Taylor Swift 14項提名
領跑Billboard音樂獎

中國設個人工作室
LAY@EXO獲公司力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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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 里 活 女 星 薛 歌 妮 韋 花
(Sigourney Weaver)前日以黑色型
格打扮，出席《我和DIOR的華麗
邂逅》首映禮。 美聯社
■英國男星班尼狄甘巴貝治
（Benedict Cumberbatch） 憑人
氣英劇《新福爾摩斯》入圍英國學術電視獎，角逐視帝寶
座。
■荷里活老牌女星珍芳達（Jane Fonda）前日現身紐約一
座談會，笑稱不覺得自己漂亮。
■韓流巨星李秉憲透露兩夫婦打算幫兒子改名為俊厚。
■韓國男子組合Super Junior成員李晟敏被妻子金思垠踢爆
丈夫求婚時，飲了9瓶燒酒壯膽。
■韓國男星李秀赫傳將出演李準基主演的新劇《夜行書
生》，而李準基則為下月舉行的粉絲見面會設計海報。
■日本女星相武紗季昨日出席一日店長活動時，笑稱要檢討
是否自身有問題，才會這麼久都無拖拍。
■日本女星春香稱與編劇男友山際良樹交往順利。

■LAY發文感謝公司
支持。 網上圖片

■ Robbie Williams
上月揭開世巡序幕。

■■允浩客串扮海軍陸戰隊成員允浩客串扮海軍陸戰隊成員。。

■■黃政民黃政民((左左))與吳達秀與吳達秀((右右))
飾演難兄難弟飾演難兄難弟，，笑料十足笑料十足。。■■首幕戲講德秀一家逃避戰亂首幕戲講德秀一家逃避戰亂。。

■■黃政民點名想與劉亞仁合作黃政民點名想與劉亞仁合作。。

■■金允珍金允珍((左左))和黃政民和黃政民
((右右))在德國結緣在德國結緣。。

■Mischa■Mischa 早年憑早年憑
美劇美劇《《The O.C.The O.C.》》
走紅走紅。。 美聯社美聯社

■■薛歌妮韋花薛歌妮韋花

■■左起左起：：ChrissyChrissy和和JussieJussie公布公布
入圍名單入圍名單。。 法新社法新社

■Kanye(■Kanye(右右))和和 DanielDaniel
((左左))握手言和握手言和。。 美聯社美聯社

■E-Sens■E-Sens死性不改死性不改，，
再染毒再染毒。。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