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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利向國民鞠
躬致歉！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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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星邕聖祐聞勝利即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毅儀 綜合外電

報道） 俗語有云：「一失足成千古恨」

，用來形容韓國演藝圈最近越滾越大的「勝利事件」就最貼切不
過。男子團體 BIGBANG 成員勝利遭指控涉嫌安排性交易等，事
件之後如雪球般滾大，引爆更多明星醜聞，牽涉多名當紅男
星，更有指同韓國政界有關。昨早男主角之一的勝利及
鄭俊英率先現身警察廳接受調查。2人分別正式
公開向國民鞠躬道歉，並表示會誠實
接受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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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首次到警署協助調查及驗
勝利於上月
毒，接受長達 8 小時的調查。而警方日前

已確認他安排美女陪睡的聊天群組記錄屬實，故
再次傳召勝利受查。

指使性交易可判入獄3年
據韓謀報道，昨天下午 2 時許勝利抵達首爾地
方警察廳，超過百位韓國
及海外傳媒已聚集警
署門外守候。在接
受媒體採訪時，面容
憔悴的勝利向傳媒鞠
躬致歉並表示：
「國民們，
再一次向受
到傷害的

所有人低頭致歉，我會誠實地接受調查。」
問及現在是否仍認為群聊記錄是捏造時，勝
利回答，不管做何解釋都不如誠實接受調查。對
於他是不是涉毒夜店 Burning Sun 的實際所有
人、群聊中提到的所謂「警察廳廳長」是誰、入
伍時間是否會調整等提問，他沒有任何回應。
警方計劃在此次調查中重點訊問勝利是否向
外籍投資者提供色情招待，若提供性招待招商
屬實，警方還將對勝利是否親自支付招待費進
行調查。而警察廳廳長則指警方投入了 126 名
搜查人員負責調查今次的案件。據當地法律，
承認指使性交易的嫌疑可被判入獄 3 年以下及
罰款 20 萬港元以上。當地報道指出，涉嫌以色
情招商的男團 BIGBANG 成員勝利與合資籌辦
投資公司的總經理劉姓男子，昨天以也嫌疑人
身份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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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勝利回覆指預算為「每人
1,000 萬 韓 圜 （ 約 7 萬 港
元）」。勝利依照對方要求提
供陪睡小姐資料，更在對話中
分析陪睡小姐，表示 1 號小姐外
形十分好、3 號有才華等，向對

祖兒望朋友得到公平審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李慶全）容祖兒本身將有機會與勝利合
作，但對方傳出性醜聞，日前祖兒說過希望他無事，不過之後又在個人網
上平台表明態度說不贊成不合法和不道德的行為，被指即時「轉軚」不
支持勝利。昨日再問有關勝利事件，祖兒開腔說：「當日我已表達了自
己的看法，我只是再作補充，整件事其實是我跟他有一面之緣的關係，
在朋友立場是希望得到公平的審判，其餘的不再加多聲氣了，同時我也
是個不適合去講的角色。」是否怕有網民的壓力才作出「補充」？她
謂：「沒說壓力不壓力，其實跟對方音樂上的合作，的確是很愉快和
有火花，但音樂與私人生活分開，我們也是一個成熟的成年人，這只
是想表明自己的立場，始終大家會敏感一點，尤其是我這個角色，我
覺得不講太多對大家都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李
慶全）佘詩曼昨晚出席手袋品牌活
動。
佘詩曼剛到過意大利、希臘雅典
等地工作，但她指五日時間要坐飛
機和郵輪，行程緊密得沒機會去
玩，不過每個地方都很漂亮，故也
值得一去。阿佘表示今日會先往南
京出席活動，之後才繼續回橫店拍
劇。而首次跟黃曉明合作，感覺對
方很好、很專業。問到跟曉明合作
對方有否分享湊仔經？她笑言曉明
有給兒子的短片她看，覺得兩父子
長得很似樣，曉明也說感覺好奇

另一男主角，鄭俊英昨日上午在首爾地方警察
廳大樓門口接受大批媒體採訪時表示，對不光彩的
事引發公眾擔憂和困擾鄭重道歉，將誠實接受調
查。被問及是否有意向警方交出拍攝短片的手機
時，他未明確回答。對是否暗中向受害女性下藥、
2016年偷拍案調查時，是否勾結警方等問題，鄭
俊英僅回答：「將誠實接受調查。」至於近期是否
仍非法拍攝類似短片，鄭俊英沒有回應。
鄭俊英涉嫌在手機群組散佈偷拍性愛短片和照
片，韓國警方已立案調查。警方認為，鄭俊英未經
同意非法拍攝的可能性較大，將調查他拍攝與散佈
短片和照片的原委。警方還表示，鑒於偷拍案的嚴
重性，已考慮提出拘捕。韓媒根據鄭俊英所犯的罪
行，估計他最高刑罰可被判入獄7年半。

勝利被爆安排美女陪睡7萬一位

昨日有韓
媒爆出勝利
通訊軟體中性招待對話，指勝
利為中介人，於 2014 年 8 月為
投資家A提供陪睡小姐資料，包
括其照片、年齡及性格等，對

想做母親？阿佘：未學行先學走

警方考慮拘捕鄭俊英

妙，看到一個跟自己相像的
人，好像「mini」版一樣。
另提到舊緋聞男友鄭嘉穎榮
升父親，又有否恭喜他？
阿佘表示都有留意，又有
否送祝福？她說：「其實
每個生命來到這個世界也
值得恭喜的，但我近來真
的好忙，不過也替他開
心。」談到身邊朋友幾乎
都升級為父母，自己又
會否想做母親？她帶笑
答謂：「順其自然，我
■佘詩曼
不會未學行先學走！」

■容祖兒

方落力推銷小姐，對話中可見
勝利明顯熟悉整個操作。對此
YG 娛樂回應道：「已和勝利解
約，沒有要回應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李慶全）Wanna One 成員邕聖祐昨晚出
席活動，連拍照及訪問只閃現五分鐘便離場，邕聖祐先出來拍照，粉絲一
見偶像即瘋狂大叫，到他受訪時，問他有否惦念已解散 Wanna One 的兄
弟？他表示大家其實經常有聯絡。至於今日他會再去另一地方跟粉絲見
面，而他感覺香港的粉絲也很熱情，他本
身都是很久沒在公開場合見到粉絲，所
以自己亦非常興奮和高興。邕聖祐
■邕聖祐
又透露最近正忙於拍攝劇集，題
材是講有關 18 歲的經歷，現正努
力拍攝中。當傳媒提問有否留意
韓團 BIGBANG 成員勝利有關性
醜聞而退出娛樂圈一事，翻譯
即為邕聖祐擋駕，沒作回應
便完結訪問離去。

29 歲的男團 Highlight 的成員龍俊亨，昨日在社交網發文指昨日以
證人身份接受警方有關鄭俊英聊天群組相關事件的調查，他更承認有
看過鄭俊英的偷拍片，亦曾進行過不恰當的對話。
他對於自己當時未有制止鄭俊英偷拍及散佈短片的違法行為感抱歉，但
澄清自己沒有偷拍及散播相關視頻的違法行為，又表示跟鄭俊英只是偶爾聯
絡的普通朋友關係，但他了解到今次事態的嚴重性，為免影響組合，他決定
於即日起退出Highlight，並為此作深切反省及因今次事件令粉絲失望致歉。
龍俊亨坦言：「所有行為都是不道德的，是我太愚蠢了。我沒有認為是犯
罪，是違法行為，沒覺得有什麼，沒有堅決制止，這也是我的錯。」
男團FT Island的29歲隊長崔鍾勛，日前被瘋傳是群組成員。而FT Island
粉絲團隨後發聲明要求崔鍾勛退團，認為他惹起的爭議事件影響組合形象
及名譽。事務所昨日再發聲明宣佈崔鍾勛因接連惹起爭議事件，已決定永
遠退出 FT Island 及演藝界，崔鍾勛對於自己過去犯下的錯以及令人感羞
愧的言行，向受到傷害的人致歉，對於令粉絲及隊友們感到失望，他正
在作深切反省，而FNC娛樂表示今後會加強管理好旗下藝人。

韓娛圈風聲鶴唳
輿論呼籲「自我反省」

香港文匯報訊 隨着一系列醜聞事件發酵，韓國
娛樂圈「風聲鶴唳」，多位知名藝人在社交網絡上
燈
與勝利「撇清」關係。韓國SM、JYP等娛樂公司紛
探射
紛發文，闢謠旗下藝人捲入其中。
韓國娛樂公司股價受到重創。勝利所屬的YG娛樂公
司股價連續大跌，FNC、SM等公司股價跌幅一度超過10%。
輿論要求娛樂圈「自我反省」的呼聲漸高。《韓民族日報》認
為，該事件暴露了韓國綜藝節目長期存在的一些問題，不能過度
追求娛樂效果，對低俗的玩笑不能一笑而過，節目製作要去探
究哪些是該被允許和鼓勵的。
韓國《中央日報》稱，韓國明星是在社會擁有較高影響
力、對青少年產生巨大影響的群體，在獲得粉絲喜愛和巨額財
富的同時，應自覺意識到需承擔的社會責任。報道還稱，
要杜絕為了收視率讓各種「污點」藝人悄然回歸或
濫發「免罪符」的現象，呼籲娛樂圈進行
脫胎換骨的自我反省。

■沈卓盈與圈
外男友 Calvin
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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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俊亨
退出 Highlight

李宗泫疑是第5共犯
「CNBLUE」李宗泫前天開始被網友猜測也是淫片對話群組的
成員，但他所屬的FNC娛樂堅決否認，昨晚SBS電視台節目直
接公開他的身份，直指李宗泫也是其中一員，第5人曝
光。

老公自彈《小幸運》贈沈卓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日前宣佈與經營內衣生意的圈外
男友Calvin結婚的沈卓盈昨日穿運動服出席《Oh林匹克運動會》
體驗日。沈卓盈表示上月16日在泰國布吉進行婚禮，笑指她為何
將婚訊收得太密實，她說：「本身想在白色情人節給大家驚喜，親
口和大家報喜，但先被人說了出來，不過不緊要，都是開心事。」
沈卓盈一身弗爆身形否認結婚是雙喜臨門，強調自己思想傳統要按
部就班，生小朋友會隨緣。
由於沈卓盈與老公想將婚禮低調進行，所以只邀請雙方家人、兄
弟姊妹團前往，六位姊妹是相識多年的好友陳自瑤、何傲兒、何傲
芝、徐淑敏、黃芳雯與女髮型師。問到老公許下什麼愛的宣言，她
笑道：「都有講，是姊妹們準備好給他讀，最欣賞他特別去秘密學
彈琴，彈了一首《小幸運》給我驚喜。」沈卓盈稱行禮時有感動到
喊，由媽媽拖住她入場時已經強忍眼淚，宣讀誓詞就感動到哭出
來。提到「少婦聯盟」一班好友對婚訊都被蒙在鼓裡，沈卓盈不擔
心好友們會生氣，她說：「他們會明白的，因為我們想低調，很多
親友都未知， 稍後會再約他們吃飯。」

龔嘉欣考慮同譚凱琪一齊嫁
另外，對於好友沈卓盈結婚沒有通知「少婦聯盟」，龔嘉欣昨日
為新劇《大醬園》試造型表示不會感不快，因為她們經常有討論，
如果其中一人結婚，其他人一起申請假期時，一定會被人識穿，所
以都不介意不說出來。現在只剩下嘉欣和譚凱琪未出嫁，嘉欣笑言
會考慮將來一起結婚，就不怕有人會包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