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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韓流有功獲總統表彰

2015 韓國大眾文化藝術獎
頒獎禮昨日在韓國舉行，正
懷孕 7 個月的韓國女星全智
賢挺巨肚現身領取「總統表
彰獎」，以表揚她推動韓流
文化的貢獻，女神出席完今
次活動後將暫停所有工作專
心待產。她上台致辭時表示
可以獲獎感到很榮幸。

今屆頒獎禮於首爾國立劇場舉行，頒
獎禮設文化勳章、總統表彰、國務

總理表彰及文化部長官表彰等獎項，獎
項旨在表揚眾人在推動韓流方面所作出
的貢獻。除了全智賢外，韓國人氣男星
李鍾碩、朴信惠、韓國人氣綜藝節目
《Running Man》（RM）主持金鐘國、
韓國男子組合 JYJ 及韓國女歌手 IU 等亦
有份獲表揚，眾人皆有出席，場面星光
熠熠。
已懷胎7個月的全智賢以一身黑色鬆身
裙，披千鳥格褸示人，捧着巨肚的她不
時流露出幸福的笑容。雖然有網民批評
她不夠愛國，未有資格拿獎，

但她仍然有禮地向傳媒微笑揮手，心情
似乎未受影響。她上台致辭時表示：
「十分感謝，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能夠
拿這個獎，我感到很榮幸。與觀眾朋友
溝通的同時，我都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個
幫助傳播韓流的演員，真心感謝大
家。」

金在中穿軍裝亮相
除了全智賢外，李鍾碩、朴信惠、金
鐘國、JYJ 及 IU 等人則獲頒國務總理表
彰。金鐘國上台致辭時表示：「我覺得
我能夠獲得這個獎要歸功於《Running
Man》這個綜藝節目，透過這個節目，
讓很多海外粉絲認識了我，真的很感謝
節目組的成員們及我的粉絲，今後我會
繼續努力。」李鍾碩致辭時則顯得有點
緊張，他坦言每次領獎都會非常緊張，
因此感言亦會比較短，他又向粉絲承諾
很快會有新作品推出。
此外，正服兵役的 JYJ 成員金在中和
朴有天當日亦向軍方請假，與隊友金
俊秀合體領獎，金在中更以軍服現
身。
■文：K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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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虎影俠
虎影俠》
》女主角兼製片人

李冰冰成首位中國女超英
曾參演荷里活鉅製《變形金剛：殲
滅世紀》的內地女星李冰冰昨日被指
給美國漫畫英雄之父 Stan Lee 相中，
獲邀參演其執導的中國超級英雄片
《虎影俠》（Realm of the Tiger），
並擔正做女主角。該片是由中國基美
影業與 Stan Lee 聯手打造，亦是影史
上首次出現中國女超級英雄。李冰冰
除了當女一外，更會擔任新片的製片
人。她昨日於其微博轉載了基美影業
的官方消息，並留言道：「已經公布
（佈）啦～作為製片人，要不要行使
一下製片人的權利呢！大家還希望在

■李冰冰自爆成為電影的製片人。

《虎影俠》里（裡）看到哪兩位漫威
的超級英雄？歡迎留言～萬一說中了
呢？」
《虎影俠》製片人高敬東表示，邀
請李冰冰主演電影，是因為她各方面
的條件都具備東方女俠的文化特徵，
她之前出演的《變形金剛 4》、《生化
危機 5》都得到了西方觀眾的認可。」
Stan Lee 接受訪問時表示：「打造一
位國際化的女性角色，對我而言是一
個相當有趣的經歷，特別是有幸創造
首位中國女超級英雄，我很享受創作
過程的每一分鐘。」
■文：K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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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mps
明年初首會港迷
由 Jame McVey
（主音結他、和
音）、Brad Simpson
（主音、結他）、
Tristan Evans （ 鼓
手 ） 和 Connor Ball
（低音結他）組成的
英國樂隊 The Vamps
連 同 特 別 嘉 賓 The
Tide 將於明年 1 月 28
日（星期四）假亞洲 ■The Vamps將於明年1月假亞博開騷。
國 際 博 覽 館 10 號 館 舉 行 首 次 港 騷 —「THE VAMPS with special guests
THE TIDE演唱會」。The Vamps的首張專輯《Meet The Vamps》在多個
國家得到多張白金唱片成績，更在英國奪大碟榜第二位。世界巡演再加上
第二張專輯即將推出，Brad 表示：「我們對未來感到極之興奮，亦因此想
把正在所做的做得更好，我們會一直繼續製作更多的音樂。」演唱會門票
將於下月 7 日（星期六）起於快達票網公開發售，票價為港幣$888 VIP、
$688、$588及$488。
■文：Kat

「籮霸」警匪劇明年初首播

網上圖片

《007：鬼影帝國》破英開畫首日票房

■朴信惠獲頒「國務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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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聞雜碎

英國男星丹尼爾基克(Daniel Craig)主演的新
片《007：鬼影帝國》(Spectre)將於下月 5 日於
香港上映，電影於英國開畫首天已錄得逾
7,200 萬港元票房，打破英國逢周二開畫史上
票房紀錄。一眾演員包括：丹尼爾基克、
Naomie Harris 及基斯杜化華爾茲(Christoph
Waltz)等繼續馬不停蹄宣傳新片，他們前日現
身德國柏林出席電影首映禮，丹尼爾更與一眾
影迷玩自拍，表現親民。
■文：Kat

「籮霸」珍妮花洛庇絲
（Jennifer Lopez）前晚現身
紐約開騷，以超 Deep V 上
陣的珍妮花谷胸示人，下身
則穿上魚網絲襪，十分性
感。她在台上表演時更不時
踢高腿，又與男舞蹈員大跳
辣身舞，似乎不擔心走光。
另外，她有份參演的警匪劇
《Shades of Blue》將於明年
1月14日首播。
■文：Kat

■丹尼爾基克（右）與影迷玩自拍。 路透社

作品將被拍成首部華語片

東野圭吾期待看成果

東野圭吾暢銷小說《解憂雜貨店》的華語電影及電視版權
由英皇電影及萬達電影獲得，並將被拍成華語電影。英皇電
影行政總裁利雅博表示：「過去數十年，東野圭吾的小說吸
引了過百萬讀者對之深深着迷，《解》毋庸置疑是讀者最愛
作品之一。我們非常榮幸能從角川出版社手上獲得此作品之
影視版權。」萬達電影總經理趙方表示：「在中國，《解》
已是一本極愛歡迎的大眾小說，我們非常有信心這次改編電
影，能夠讓東野圭吾的粉絲們感受到其本來已富魔法色彩的
字句變成畫面後，更加栩栩如生的感覺。」
東野圭吾對其作品即將改編成華語電影亦表示熱切期待：
「要將這部小說作品改編成電影並不容易，將會是一個充滿
挑戰性的創作，我已急不及待看看作品改編後的成果。」東
野圭吾過去已有多部作品包括《秘密》、《白夜行》、《嫌 ■東野圭吾
疑犯 X 的獻身》、《湖邊兇殺案》等改編成日本及韓國的電
視劇、電影或漫畫，但《解》將會是他首部給華語觀眾，被改編成華語版的作品。預計電影將
於明年開拍，並於2017年上映。
■文：Kat

■畢利谷巴
■荷里活男星畢利谷巴(Bradley Cooper)
前日現身倫敦，出席新片《Burnt》的首
映禮。
法新社
■ 加 拿 大 型 男 賴 恩 雷 諾 士 (Ryan
Reynolds)前日於社交網站 Twitter 宣佈
其父親因患柏金遜症病逝，同時又呼籲粉
絲捐助柏金遜症病患者。
■日本超人氣索模佐佐木希昨日現身東
京，為她有份演出的舞台劇作公開綵排，
她坦言雖然辛苦，但演戲的過程很愉快。
■韓國女星宋智孝落實出演中韓喜劇《超
級快遞》，扮演身份成謎的女主角。
■韓國女子組合 missA 成員秀智昨日出席
電影《桃李花歌》的製作發佈會，自爆塗
黑臉扮男生後，無人認得她。
■韓國女星李侑菲日前因遺失手機而被勒
索2,000萬韓圜，她已交由警方處理。
■韓國男星呂珍九將於下月 12日來港舉行
首個簽名會。

■珍妮花
洛庇絲
美聯社

Oh My Girl

下月與港迷提早過聖誕

韓國新晉韓
國八人女子組
合 Oh My Girl
將於下月 18 日
(星期三)來港為
商場舉辦的聖
誕活動擔任亮
燈 嘉 賓 。 Oh
My Girl 乃韓國
男子組合 B1A4
的同門新師
妹，自今年出
■Oh My Girl將於下月首次旋風式襲港。
道以來，憑清
新可愛的風格迷到不少粉絲而備受各界關注，今次八位成員首次旋風式
襲港，並首次在香港的現場獻唱，實行與港迷提早過聖誕。 ■文：K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