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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Nu'est
身穿白馬王子

裝，以《I'm Bad》揭
開序幕，當中自稱負責騷
肌的REN最性感，真空上陣
穿白西裝，跳舞時不時露點又自
摸，惹來尖叫連連。五子向粉絲打招
呼，旼泫謂上次訪港少了白虎，今次終
於齊人，感到很幸福，並再表演另一大熱作
《Good Bye Bye》。

爭相認單身
及後，五子逐個用廣東話作自我介紹，只是JR講完
「大家好」後即停了下來，要向旁邊的旼泫請教，而白虎講
到自己的名字時，停了一下才猶豫地說出來，貌似沒有信心。
白虎表示上次雖然沒有來港，但有看隊友們表演的片段，如果他在
場，就能帶來更好的舞台演出，希望粉絲這晚可以盡興而歸。問到五
子是否單身時，他們爭相舉手稱是，而對於理想型，他們即各有所好。
REN賣口乖，指是在場每位港迷；JR謂自己無REN這麼官腔，喜歡懂得照
顧他的女生；ARON喜歡笑容甜美的；旼泫則謂喜歡愛打掃的，台下粉絲馬上說
自己是，旼泫謂他未講完，是喜歡性格像白虎又愛打掃的女生；而白虎最貪心，要
善良、可愛兼性感的女生。
適逢開騷翌日(21日)是白虎20歲生日，當白虎應主持要求清唱日文歌時，現場突然熄
燈，工作人員推出生日蛋糕來，白虎大為感動，指事前完全不知情。問到其生日願望？他搞笑
地說：「說了出來就不靈驗。」但他也即場請教翻譯，用廣東話道謝。隊友亦向白虎送上祝福，
但當JR走近時，白虎推開他，二人又作狀打鬧。

白虎「壁咚」粉絲
其間，Nu'est也與粉絲玩遊戲，作近距離接觸。他們先比賽鬥快餵粉絲吃蛋撻，JR餵得
最慢，被隊友們笑。他們送出簽名海報，並與粉絲影合照，REN從後抱着女粉絲，又
望住對方，該粉絲冧到差點跌帽。玩另一個用吸管傳膠圈的遊戲時，一名叫Elas的
粉絲遲遲未上台，五子即時唱起《Let It Go》，場面搞笑，當Elsa終於上台
時，與她拍檔的REN張開雙手，讓Elsa衝進他懷中，全場尖叫連連。及後，
五子還幫粉絲塗潤唇膏，當中REN塗完自己，才幫粉絲塗，冧到暈，而
白虎因粉絲動來動去，他只好使出「壁咚」，並叫粉絲不要再動，才
能完成任務。
尾聲時，他們希望下次可帶新歌來香港，亦想學多點廣東

話，方便與歌迷溝通，REN還用中文高呼「我愛你」，其
餘4子亦不落人後，齊呼「我愛你」。安哥時，他們邊
唱《Beautiful Solo》，邊拋波下台，粉絲衝前搶
波，差點連欄杆都推倒。完騷後，五子與購買了
980元門票的粉絲擊掌，又加碼粉絲只要購
買海報也可參與擊掌會，非常體貼。
此外，近年在韓國發展的歌手張羽

希(Venus)前晚也有來捧場，她在
後台與Nu'est閒話家常，希望
他們常來港，又請他們吃
晚餐。五子亦希望
Venus 可以盡快推
出新作，回歸韓
國樂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娜）由 JR、

REN、ARON、白虎和旼泫組成的韓國

5人男子組合Nu'est前晚假九展舉行

首個香港Showcase，吸引大批

粉絲前往捧場。五子以白馬

王子裝登場，REN更真空

上陣誘惑粉絲，而白

虎則獲全場預祝生

辰，令他大為

感動。

香港文匯報訊日本男歌手MIYAVI昨晚
夥同美國二人組合Twenty One Pilots及本
地 樂 隊 KillerSoap， 假 九 展 舉 行
「SOUNDBOX 香港—MUSIC TO BE
HEARD」拼盤騷。開騷前一日，MIYAVI
抽空與傳媒會面，暢談其音樂理念，盼藉
音樂傳達正面訊息，為兒童建構一個美好
的將來。談到其兩名女兒時，他即時眉開
眼笑，盼帶女兒來港演出。
MIYAVI近年轉往荷里活發展，不但拍

攝了安祖蓮娜祖莉(Angelina Jolie)執導的
《非凡生命歷》(Unbroken)，甚至獲邀為
《職業特工隊 : 叛逆帝國》獻唱主題曲。
他透露是為了女兒接受更好的教育才於去
年搬往洛杉磯居住，其間他更加感受到種
族、社會制度等等的不同，但人不能逃

避，只有直接面對，才會發現大家是可以
溝通到，就如同音樂一樣是世界大同的。
他去年曾為SMAP作曲，稱聽到SMAP有
聽自己的歌很開心，讚SMAP對音樂很有
熱誠。

想挑戰演壞人
MIYAVI表示自己做音樂的宗旨是宣揚

正面訊息，希望世上沒有爭拗，讓兒童可
享有一個美好未來。問到他如何保持樂
觀？他直言：「這取決於心態，我們要保
持強壯，好像我今次來港遇上壞天氣，但
我沒有因此而不開心。」
談到與安琪蓮娜的合作，MIYAVI讚對

方很有動力，在她身上學習了很多。他憶
述當時演軍人，為了演好角色，強迫自己

不親近在戲中受他欺壓的演員。對於將來
想挑戰甚麼角色，他謂想演壞人，「每個
人生下來都是一樣的，很好奇他們是因為
什麼理由而變成壞人。」
另外，談到其兩名分別5歲和4歲的女

兒，MIYAVI即時展露笑容，稱女兒有音
樂Sense，喜歡的歌都會紅。他謂兩女兒現
在已經開始作曲填詞，小女兒1歲時更已上
台與他一起表演，他亦會帶女兒們一起巡
唱，希望有機會帶她們來港。早前，他一
家人返回日本，他帶女兒去參加祝祭。
■採訪：陳敏娜 ■場地提供：M Zone

香港文匯報訊美國二人組合Twenty One Pilots
(TØP)昨晚假九展出席「SOUNDBOX香港—
MUSIC TO BE HEARD」拼盤騷。開騷前，
TØ P接受傳媒訪問表示想趁是次演出了解一下本
地音樂，又自爆他們隊名雖靈感來自於詩，但其
實他們沒有大家想像中愛看書，逗笑全場。
由Tyler Joseph和Josh Dun組成的TØP於2009

年成軍，至今已推出了4張大碟，當中今年5月才
推出的《Blurryface》是他們在巡唱期間寫成的。
他們謂在旅途上遇見的樂迷、傳媒、當地的文化
等都會觸動他們的靈感，現在重聽該碟，腦海也
會浮現某些城市的風景。問到來港有否啟發他們
的靈感？他們笑言：「現在是創作休息期，沒有
寫歌打算，但回藉今(昨)晚表演，看看港迷喜歡什
麼類型的音樂，以作改善。」

對K-Pop無興趣
兩子表示對於同場演出的日本男歌手MIYAVI

及本地樂隊KillerSoap的音樂不太認識，但覺得
他們為人親切，尤其KillerSoap是香港樂隊，他
們想了解香港的音樂，會細心欣賞對方的演出。
不過，他們未曾與他人合作過，亞洲方面也只認
識日本搖滾樂隊ONE OK ROCK，但將來的事
沒有知道。而對於瘋魔全球的K-Pop，他們笑稱
不關心，只認識PSY。
另外，談到他們年紀輕輕，音樂卻非常有深

度，Tyler表示做音樂的好處就是可以在不被審判
的情況下，探討嚴肅的議題。問到他們小時候是
否與他人與別不同？Josh笑稱不知道怎樣才算是
普通的小孩，但感謝父母對他們的包容，即使父
母不太清楚他們現在做什麼，但非常支持他們玩
音樂。即使他
們的歌詞引用
不少詩詞，但
他們笑稱自己
其實不太愛看
書，Josh更自
爆其背包放了
一本書超過一
年，到現在還
未讀完。

■採訪：
陳敏娜

疑與Miranda Lambert聚少離多
Blake Shelton宣佈離婚感沉重
鄉謠天王Blake Shelton與同是鄉謠歌

手的妻子Miranda Lambert前日突然宣佈
離婚，結束二人4年的婚姻，驚呆一眾鄉
謠音樂界粉絲！二人發表聯合聲明：
「這並不是我們預視的將來，我們是帶
着沉重的心情分開，我們都是普通人，
有現實的生活及親朋好友。因此，我們
希望大家在這件如此私人的事情上，可
以尊重我們私隱。」

據報指，Blake早於兩周前已前往法庭
申請離婚，由於二人有婚前協議，所以
離婚後的財產分配已寫得非常清楚。
Blake將分配到位於俄克拉何馬州的牧
場，而Miranda則獲得位於納什維爾的
大屋。有報道引述消息指，二人因各有
各忙，聚少離多而令感情生變，而外界
的種種傳聞亦令二人感到壓力。

■文：Kat

談囡囡眉開眼笑
MIYAVI藉音樂發放正能量

盼了解本地音樂
TØP自爆不愛看書

美國男星積嘉倫賀(Jake Gyllenhaal)前
日現身紐約，出席新片《Southpaw》的首
映禮，同片拍檔美國饒舌歌手50 Cent、
「邦女郎」Naomie Harris及麗素麥雅當
絲(Rachel McAdams)亦有到場，而有份參
與電影音樂部分的美國饒舌天王Eminem
也有現身撐場，並以黑色皮褸配鴨嘴帽現
身。Eminem先後孖積嘉倫賀及50 Cent
做出加油打氣的手勢，為新片造勢。

Eminem與積嘉倫賀於首映禮舉行前一
晚現身一家戲院的試映會，與影迷分享
自己對電影的感覺。席間，Eminem向積
嘉倫賀大派高帽：「當我一看到劇本
時，已覺得這部戲將會很特別。積嘉倫
賀的演出太不可思議。」他又指可以參
與這部電影感到超興奮。積嘉倫賀又大
讚Eminem的音樂創作令電影更完整。

■文：Kat

■電影《石破天驚》(The Rock)編劇Douglas Cook於
本月19日於加州聖莫尼卡逝世，終年56歲。
■美國女歌手Demi Lovato否認與男友訂婚。
■美國女演員Jaime King於本月16日為丈夫誕下第二
胎，今胎為兒子。
■東方神起成員鄭允浩昨日下午在京畿道26軍團新兵
訓練所入伍，獲大批粉絲歡送，演員好友孫浩俊於社
交網站上載與允浩的合照，表達不捨之情。
■韓國組合Leessang成員Gary昨日在網上發文，不滿
韓國音樂處著作權協會的版稅分配方式。
■韓國Hip Hop組合Epik High成員Tablo自創的獨立
品牌HIGHGRND，昨日發表聲明，已與地下樂隊
hyukoh簽約。

Eminem參與《Southpaw》超興奮

娛聞雜碎

■Nu'est■Nu'est勁歌勁歌
熱舞會港迷熱舞會港迷。。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五子與粉絲擊掌五子與粉絲擊掌。。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白虎幫粉絲塗潤唇白虎幫粉絲塗潤唇
膏膏。。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 REN■ REN 從 後 抱 粉從 後 抱 粉
絲絲。。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REN■REN自摸惹來尖自摸惹來尖

叫連連叫連連。。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四子拍白虎的背賀四子拍白虎的背賀
他生辰他生辰。。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 MIYAVI■ MIYAVI
抱女兒參加抱女兒參加
祝祭祝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Twenty One Pilots■Twenty One Pilots對音樂對音樂
有獨特的見解有獨特的見解。。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Miranda(■Miranda(右右))與與 BlakeBlake
結束結束44年婚姻年婚姻。。 法新社法新社

■Eminem(■Eminem(右右))孖積嘉孖積嘉
倫賀做出加油手勢倫賀做出加油手勢。。

路透社路透社

■■「「壞男孩壞男孩」」英國英國
男 歌 手男 歌 手 RobbieRobbie
WilliamsWilliams 前晚於前晚於
瑞士開騷瑞士開騷，，其間他其間他
瞓身演出瞓身演出。。路透社路透社

■MIYAVI■MIYAVI抵港即接受抵港即接受
傳媒訪問傳媒訪問。。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