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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雅治
為廣告作主題曲
日本型男福山雅治最近為日本髮粧品牌拍攝

全新電視廣告，並與其他女星共同演出，包括
鈴木京香、渡邊杏及三吉彩花。該品牌首度邀
請男星為代言人，他又以一身白馬王子造形為
品牌拍攝廣告硬照。為隆重其事，福山更親自
創作及演唱廣告主題曲《不管多少次就像讓花
綻放一樣要讓自己活得精彩》，盡顯其音樂才
華。 ■文：Kat

《RM》分批訪港
宋智孝露腰搶鏡
韓國人氣綜藝節目《Running
Man》(RM)7位主持將於今晚假亞
洲國際博覽館舉行粉絲見面會，
他們分兩批來港，原定今日才訪
港的劉在石突然更改了行程，昨
日隨金鐘國、宋智孝、李光洙、
Gary和池石鎮率先來港準備，當
中宋智孝最早抵達仁川國際機
場，她以一身白色型格打扮現
身，並罕有地露腰，最為搶鏡；金鐘國則戴着耳
機和墨鏡示人；李光洙、Gary和池石鎮則戴上口
罩。現場約有20多名粉絲送機，劉在石和李光洙
表現親切，與粉絲合照和簽名。而HaHa於今早獨自來港。
此外，Gary所屬的Hip Hop組合Leessang昨日宣布於本月15日推出新
歌，是組合相隔3年再出新歌，不過，新歌沒有實體版，僅開放購買音源，
而Leessang亦沒有計劃參與任何電台或電視台節目宣傳新作。 ■文：Mana

Billy Joel紐約開騷創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梁文玲）美國老牌歌手Billy Joel前晚第

65次在紐約麥迪遜花園廣場舉行演唱會，創下單一藝人在該廣場演出
最多次的紀錄。66歲的Billy Joel自去年起，每個月都會在麥迪遜花
園廣場舉行表演，比樂壇「大姑媽」艾頓莊（Elton John）的64次記
錄還要多。演唱會中，Billy Joel轉動咪架時，不慎被咪架擊中臉部，
其後他快速復原，又再將咪架拋到空中，這次他能及時將咪架抓住，
博得全場掌聲！

除了演奏鋼琴外，Billy Joel更大騷吉他和口琴，又唱出多首經典暢
銷曲，包括《Uptown Girl》、《We Didn't Start the Fire》、
《It's Still Rock and Roll to Me》和
《Only the Good Die Young》，並獻
唱艾頓莊的經典歌曲《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對於是次
破紀錄，Billy Joel指不知道自己原
來已是第65次來這裡開演唱會，感
謝大家的支持，才能成就這件事。
此外，喜劇演員Kevin James亦到
場致賀，表示很榮幸能參與是次歷
史性的壯舉。

荷里活巨星阿諾舒華辛力加（Arnold Schwarzenegger）
主演的新片《未來戰士：創世智能》（Terminator：
Genisys）昨日在韓國舉行記者會，現年67歲的阿諾在記招上
與女主角艾美莉克拉克（Emilia Clarke）大玩自拍，又孖機械人
大擺Chok甫士拍照，表現活躍。他坦言自己雖老，但不過時，又
表示年紀大也有其優勢。

阿諾近日馬不停蹄四出宣傳新片，昨日他以一身灰色筆挺西裝，偕同艾美莉出席新
片記者會。他在台上與機械人合照，又與艾美莉用手機玩自拍，其後更向傳媒展

示自己與艾美莉的自拍照，表現活躍。

演技生涯轉折點
今次是阿諾相隔兩年再訪韓，而艾美莉則是首度來韓。阿諾透露已到訪韓國多次，做電影
宣傳、旅行，甚至以州長身份和企業家身份來過，亦曾來韓拍攝金知雲導演的《終極封鎖
線》的外景，所以今次再度訪韓，心情特別愉快。
首集《未來戰士》面世至今已經超過30年，今次拍到第5集，阿諾謂期望大之餘，亦要求

自己一定要做到最好。他直言：「《未來戰士》是我演技生涯最大的轉折點，作為演員，當
然想演英雄，但《未》片的奸角實在太型，很想演，所以決定接拍，亦因此多了很多人找我

拍動作片，令演藝生涯更上一層樓。」

兩倍運動塑大隻身形
雖然阿諾已屆67歲，但至今仍保持良好身材和繼續拍動作戲的秘
訣，就是如同吃飯和睡覺般，每日都要做運動，「今(昨)日我都去了健
身房做運動。」他更透露今次拍《未》片時，導演要求他的身形要與
1984年拍第一集時一樣，要穿同樣size的衣服，所以他比平時做多兩
倍運動去練好身材。他表示自己雖然老，但不過時，甚至愈老愈型：
「年輕當然好處多，但年紀大也不代表無用，有時候年紀愈大，亦有
不少的好處，如演員、酒、雪茄、車和槍等，都可以愈老愈好。」
另一方面，阿諾對拍檔艾美莉的身手也大為讚賞，「在

《Game of Thrones》裡面，艾美莉不用開槍，亦不用拿沉重的武
器，但在《未》片中，有不少爆炸和飛車場面，她很努力，又經
常做運動去保持身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秉憲演技好不用特效
此外，艾美莉則對有份出演的李秉憲讚不絕口，她謂不只

是她，是全部演員都覺得李秉憲是一名優秀的演員，「他的
演技好到連特技效果也不需要，我到現在仍能想起他在百貨
公司那場戲。」她又透露除了今次外，亦希望李秉憲會出演
續篇，與對方再續戲緣。
及後，於昨晚7時半，該片在松坡區舉行首映禮。韓

國男子組合BTOB以宣傳大使身份踏紅地毯，他們表現
興奮，不但扮鬼扮馬與機械人合照，還即場高歌一曲，
博得不少掌聲。阿諾則攜同女朋友 Heather
Milligan現身，二人還與粉絲一起自拍留念；而
艾美莉則換上黃色紗裙亮相。阿諾在台上用英文
打招呼，大讚韓國粉絲熱情和充滿力量，
更坦言：「你們是最棒的粉絲。」

■文：Kat、Mana

Marvel 超 級 英 雄 片 《 蟻 俠 》
（Ant-Man）主角保羅活特（Paul
Rudd）前日現身荷里活大道「摘
星」，西裝骨骨現身的保羅獲其太太
Julie Yaeger及一對子女Jack Sullivan
及Darby現身撐場，Jack更向父親送
抱，場面溫馨。保羅的拍檔、荷里活
老牌男星米高德格拉斯（Michael
Douglas）亦有現身支持對方，米高於
台上致辭時大讚保羅是一個很有趣的
人。米高又拍拍保羅的肩膊以示鼓
勵。保羅致辭時表示：「記得我小時
候行過這條林蔭大道，在讀這些名
字，當時我跟其他人的想法都一樣，
在問『他們是誰』？」他又指現在大
家亦可以在這個地方見到他的名字，
亦可能在問同一個問題，他覺得很震
撼，而且難以置信。
此外，他最近為宣傳《蟻俠》接受
傳媒訪問時就流露出他鬼馬的一面，
他於訪問過程中故意作弄訪問他的女
記者，他不時利用椅子發出疑似放屁
聲，他笑言自己的肚子不舒服，然後
繼續發出「放屁聲」，其後他又指：
「這些椅子真可怕，有需要換一換
了。」 ■文：K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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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男星積嘉倫賀（Jake Gyllenhaal）前
日現身紐約演出其首場舞台劇《Little Shop
of Horrors》，他於演出前先讓傳媒拍照。

法新社
■美國搖滾組合Bon Jovi將於9月28在台灣
開唱，預計演唱經典歌《It's My Life》，主
唱Jon Bon Jovi表示很感恩他們的歌在某些
時光陪伴了不少人，並且成功跨過文化和語
言隔閡擁有不同的歌迷。
■美國出位小天后Miley Cyrus前晚於洛杉磯
被拍到與內衣品牌 Victoria's Secret 女模
Stella Maxwell當街咀嘴。
■日本男星草弓剪剛日前撐着拐杖亮相直播節
目，他透露因落樓梯時失足而扭傷右腳，需要休養3周才能康復。
■韓國影星朴詩恩所屬的經理人公司昨日宣布她和陳泰賢將於本月底結
婚，婚期暫未確定。
■韓國演員吳智昊昨日宣布其太太已懷孕4個月，預產期為明年1月，他
表示會盡力成為好爸爸。

北川景子
為新劇練泰拳
日本女星北川景子昨日身穿紅色大褸，

出席新劇《偵探的偵探》的記者會。該劇
講述女主角紗崎玲奈(北川景子 飾)的妹妹
被人殺害，為了追查是哪位偵探提供情報
予殺人犯，紗崎成為偵探去查案。
因為劇中有大量的打鬥戲，北川透露早

在劇集開拍前一個半月就開始學泰拳，鍛
練身手。她謂平時女演員要打扮漂亮乾
淨，頭髮不能弄亂，但今次卻要弄髒自
己，又血又泥，而且還要弄得自然，雖然
第一次弄時不夠髒，但到第4次時已熟能
生巧，能快速地弄髒自己。她還表示很享
受變髒的過程哩！ ■■文：Mana

艾美莉盼李秉憲拍續篇

阿
諾
舒
華
辛
力
加
：

愈
老
愈
型

金承佑
讚南太鉉基本功扎實

韓國男子組合WINNER成員南太鉉昨
日以迷彩西裝配黑褲，出席新劇《深夜食
堂》的製作發布會，同場還有主演的金承
佑、崔宰誠等人。今次是南太鉉第二次挑
戰演戲，但其演技已獲金承佑和崔宰誠兩
位前輩肯定。金承佑讚南太鉉很用心上演
技課，基本功練得扎實，在片場非常投
入，能夠結緣是今次拍《深夜食堂》的最
大收穫。崔宰誠則表示很開心能夠一齊合
作，寄語南太鉉不要忘記今次學到的東
西，繼續努力。
另一方面，南太鉉透露吃五花肉蘸番茄

醬最能補充能量，因他自小就喜歡吃五花
肉，特別是蘸番茄醬特別好吃，有一種結
合東西方美味的奇妙味道。 ■■文：Mana

■■BTOBBTOB以宣傳大使身份出
以宣傳大使身份出

席首映禮席首映禮。。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艾美莉克拉克在紅地毯上
艾美莉克拉克在紅地毯上與機械人合照與機械人合照。。 美聯社美聯社

■■阿諾和女朋友一起與粉絲阿諾和女朋友一起與粉絲
合影留念合影留念。。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左起左起:: 崔宰誠崔宰誠、、南太鉉和南太鉉和
金承佑出席製作發布會金承佑出席製作發布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積嘉倫賀積嘉倫賀

■■福山雅治化身福山雅治化身
「「白馬王子白馬王子」。」。

■■Billy JoelBilly Joel第第6565次在麥迪遜花次在麥迪遜花
園廣場開騷刷新紀錄園廣場開騷刷新紀錄。。 美聯社美聯社

■■阿諾大擺阿諾大擺ChokChok
甫士甫士。。 美聯社美聯社

■■宋智孝以白色型格宋智孝以白色型格
打扮亮相打扮亮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劉在石與粉絲合
照。 網上圖片

■■保羅活特獲子送抱保羅活特獲子送抱，，場面溫馨場面溫馨。。 路透社路透社

■■保羅保羅（（右右））獲米高德格拉斯力撐獲米高德格拉斯力撐。。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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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景子穿紅色外套出席北川景子穿紅色外套出席
新劇宣傳新劇宣傳。。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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