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國人氣男歌手PSY昨日早上現身首爾瑞草區一預備
軍訓練場，參與射擊訓練。他因日程關係，一早已獲准
早退，而在他離開後僅20分鐘，一名預備軍持槍亂射，
傷及4名同僚後，吞槍自盡，最終導致兩死三傷，PSY可
謂逃過一劫。
昨日上午10時44分，一名預備軍在進行射擊訓練途

中，突然向其他預備軍開槍，導致4人受傷。
其實，PSY於2009年已退伍，但據知服完兵役後八年
內，仍需定期參與預備軍訓練。PSY的經理人公司承認

他昨日曾於事發場地接受訓
練，但因下午有工作，於事
發前20分鐘已離開，幸運地
逃過槍擊事件。
另一方面，同日於事發場地接

受訓練的還有上世紀九十年代紅極
一時的偶像男子組合「水晶男孩」成員張水院和實力派
男演員鄭錫元。張水院透露當時在旁邊的訓練場，突然
聽到槍聲，嚇了一跳，但沒有受傷，已安全返家。而鄭

錫元亦因工作關係，於事發前已離開，並公開向大家報
平安。不過，鄭錫元和PSY早退一事也引起爭議，指他
們不應於訓練當日還安排工作，對其他人不公平。

■文：Mana

軍營爆槍擊案 張水院嚇呆
PSY早退逃過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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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康城影展於香港時間14日凌晨揭開帷幕，一眾主
競賽評審團成員包括擔任評審主席的荷里活著名導演

高安兄弟祖爾高安（Joel Coen）及伊凡高安（Ethan
Coen）、法籍影星蘇菲瑪素、美國男星積嘉倫賀（Jake
Gyllenhaal）、英國女星兼設計師施安娜米勒（Sienna
Miller）及電影《悍戰太平洋》（Pacific Rim）導演
Guillermo del Toro等於較早前已經率先抵達，並參與影展
開幕前的雞尾酒會。蘇菲瑪素到場後即煙癮起，並急不及
待於露台「扯煙」，而積嘉倫賀則笑晒向傳媒鏡頭揮手，
心情甚佳！評審團成員之一的Guillermo del Toro早前接受
傳媒訪問時坦言有種責任感，又希望多給予機會一些新進
的電影人。

侯孝賢熱愛唐代史
今屆影展由法國影后嘉芙蓮丹露（Catherine Deneuve）

主演的新片《Standing Tall》作為開幕片，執導電影
《Standing Tall》的法國女導演Emmanuelle Bercot率領嘉
芙蓮丹露與男主角Rod Paradot及男星Benoit Magimel等於
影展現場讓記者拍照，吸引大批傳媒採訪。而兩部入圍主
競賽片單元的華語片《聶隱娘》及《山河故人》亦同樣備
受矚目，而主演《聶隱娘》的舒淇和張震將於下周在康城
亮相。

執導《聶隱娘》的台灣導演侯孝賢早前接受傳媒訪問
時，談到自己對唐代歷史的興趣和對長鏡頭的執着。據報
指，侯孝賢的電影常是一段時間和記憶的旅程，多數是台
灣當下或過去的歷史，除了《紅氣球》、《珈琲時光》和
場景設於中國的《海上花》例外。這次，侯孝賢再度投入
中國歷史，把背景設在唐朝；侯孝賢說，他一直對唐朝生
活方式和政治脈絡很有興趣，每當有小說或相關的書籍出
版，無論是關於唐代女性還是官府制度，都讓他手不釋
卷。

從不教演員做戲
唐朝歷經安祿山之亂，各方爭權，反抗暴政的聶隱娘就

在此時登場。侯孝賢在報道中說，孟子「誅暴君拯萬民」
的觀念在中國歷史上很常見，他對此也很有興趣。據悉，
想在《聶隱娘》中看角色飛來飛去的觀眾可能會失望，因
為侯孝賢致力打造寫實場景，他透露從不教演員演戲，而
是創造情景讓他們自然融入：「這過程很長，但對我很重
要。」要把這個方式應用在唐代的故事中可能很不容易，
但侯孝賢說：「總之，我一向只拍一個長鏡頭，讓演員一
直演下去，看會產生什麼效果，如果他們做不到也沒關
係，改天再試一次就好。」 ■文：Kat

韓國男星朴海鎮
昨日成為個人高額
慈善捐贈者組織
Honor Society 第
807名會員，亦是繼
少 女 時 代 的
YoonA、missA的秀
智等明星，第8位藝
人成為該組織的會
員。
據首爾社會福利

共同募集會表示，
朴海鎮向慈善機構
首爾愛的果實捐贈善款1億韓圜，因此成為Honor Society
的會員。其實，朴海鎮一向熱心公益，曾多次向獨居老
人、世越號受難者等人捐款，而於本月4日，他也向另一
兒童保育機構捐贈5,000萬韓圜教育費。朴海鎮出席捐贈儀
式時表示，雖然只是一點心意，但希望改善兒童的未來，
讓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追求自己的夢想。 ■文：Mana

韓國女星李
多海昨日透過
經 理 人 公 司
FNC娛樂，就
與中國男星李
易峰拍拖一事
作出否認。日
前有中國媒體
指李易峰於上
月18日，即李
多海生日前一
天，專程飛往
首爾，參與李
多海的生日派
對。因二人於
2012年曾合作過中國電視劇《愛的蜜方》，加上李易峰曾
自爆與韓籍女生交往過，分手時還為對方痛哭，所以外界
普遍認為二人曾是一對戀人。而今次李易峰飛往首爾賀李
多海生辰，有傳是想與李多海復合。
不過，FNC娛樂相關人士表示報道失實，李多海從未與

李易峰交往過，又何來復合。而李易峰方面則指當天是因
公訪韓，全程有工作人員陪同。 ■文：Mana

韓國人氣綜藝節目《Running Man》
(RM)7位主持落實於7月3日重臨香江，
舉行粉絲見面會。其實今次已是《RM》
自前年起連續第3年來港辦見面會，只是
前兩次都不齊人，特別是「國民MC」劉
在石兩次都沒有出席，令港迷最為飲恨。
不過，適逢今年是《RM》播出五周年，

劉在石決定隨大隊訪港，與金鐘國、池石
鎮、宋智孝、Gary、李光洙及HaHa與港
迷作近距離接觸。據知，今次見面會除香
港站外，將於大中華區其他7個城市舉
行，而香港站則屬首站。是次港騷門票將
於本月底作公開發售。

■文：M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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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屆康城影展於香港時間今晨在法國隆重舉

行，大會連日已為場地布置作準備。開幕前，一眾評

審團成員及演員亦已率先抵達會場，讓傳媒拍照。評

審團成員之一蘇菲瑪素（Sophie Marceau）參與影

展開幕前的雞尾酒會時，更煙癮起於露台「扯煙」。而今年憑《聶隱

娘》有份入圍競賽單元角逐金棕櫚獎的侯孝賢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透

露自己對唐朝生活方式和政治脈絡很感興趣。評審團成員之一的Guiller-

mo del Toro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希望多給予機會一些新進的電影人。

《RM》7·3齊人襲港

奧斯卡影后姬
蒂白蘭芝（Cate
Blanchett） 早 前
接受美國雜誌訪
問時，自爆曾與
好幾個女性談過
戀愛。最近忙於
宣 傳 新 片
《Carol》 的 姬
蒂，在片中飾演
1950年代生活在
紐約的雙性戀女
子，戀愛對象是由女星朗妮瑪娜（Rooney Mara）飾演的百
貨公司櫃姐，電影預計本月在康城影展首映。姬蒂接受傳媒
訪問時，被問到這是不是她第一次當女同性戀者，她反問：
「戲中，或是現實生活？」提到她過去是否曾與同性談戀愛
時，她坦承：「有啊，很多次。」但未再詳細說明。

■文：Kat

日劇《今天不上班》
男星福士蒼汰將於下月
5 日推出全新個人影
集，影集的照片遠赴美
國洛杉磯取景，又輯錄
他過去兩年於女裝雜誌
《S Cawaii!》的個人專
欄，他更為新書擔任總
編輯。另外，他將於本
月30日一連兩日分別
於東京巨蛋city hall及
神戶舉行影迷見面會，
與粉絲一同慶祝他22
歲生日。

■文：K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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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與李易峰舊情復燃
李多海：從未交往過

姬蒂白蘭芝認曾戀女生

朴海鎮
登高額捐款藝人行列

福士蒼汰為新書做總編
■經典美劇《X 檔案》（The
X-Files）的「莫探員」大衛杜
楚尼（David Duchovny）日前於
紐 約 開
騷 ， 並
獲 好 拍
檔 「 郭
探 員 」
姬 莉 安
安 德 遜
（Gillian
Anderson）撐場，二人更於台上
互吻。 美聯社
■荷里活巨星佐治古尼（George
Clooney）接受訪問時指與其妻子
Amal Alamuddin約法三章，大家
不能與對方分開超過一周。

■美國音樂節目真人騷《一夜成
名》（American Idol）將於明年
一月製作最後一季後結束播放，
曾於該節目因演繹Ricky Martin
的歌曲《She Bangs》而爆紅的
孔慶翔（William Hung）對此表
示傷感，又讚節目是一個典範。
■「萬人迷」碧咸日前於搜尋器
Google的活動上遇到物理學家霍
金（Stephen Hawking），碧咸
其後於社交網站Facebook表示可
以見到霍金感到很榮幸。
■聲演日本長青動畫《多啦 A
夢》的日本配音員大山羨代證實
患有腦退化，其丈夫兼演員砂川
啓介昨日於節目透露其妻現在很
健忘，又無法自己沐浴。

娛聞雜碎

■李多海(左)和李易峰(右)又傳緋聞。
網上圖片

康城影展LOGO

■積嘉倫賀（左）笑晒向傳媒鏡頭揮手。 法新社

■朴海鎮 網上圖片

■開幕片《Standing Tall》眾演員已抵達會場見傳媒。 路透社

■Guillermo del Toro希望多
給予機會一些新進的電影
人。 法新社

■姬蒂白蘭芝於新片演雙性戀女子。
法新社

■侯孝賢表示對唐朝生活方式和
政治脈絡很有興趣。 資料圖片

■福士蒼汰 網上圖片

■有預備軍在進行射擊訓練途中，突然向其他預備軍開
槍。 網上圖片

■PSY昨日於
訓練場接受預
備軍訓練。

資料圖片

■■一眾評審會見傳媒一眾評審會見傳媒。。 法新社法新社

■大衛杜楚尼（右）、
姬莉安安德遜。

■■劉在石劉在石((右右33))將來港出席見面會將來港出席見面會。。

■■張水院張水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