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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長隊長SuhoSuho呻寂寞呻寂寞
世勛世勛無能為力無能為力

演唱會約晚上7時05分開始，白色軍服
Look 登場的 8位成員，邊唱邊跳

《The Eve》 、 《Forever》 、 《KO KO
Bop》、《Growl》，炒熱氣氛。成員伯賢和
Xiumin之後亦來個舞蹈battle，氣氛更盛。
EXO隨後換上西裝唱出《Call Me Baby》。

到《Touch it》時，成員們輪流站上桌上跳舞，
展現帥氣一面。接着，燦烈為D.O.彈琴伴奏
《For Life》，但D.O.唱到一半疑唱錯了，突然
say sorry，歌迷即時大笑。
來到香港場當然要晒晒中文，成員們用中文打招
呼說：「大家好，好久不見」，又逐一自我介紹，
當中中文最好的世勛更說了一段：「好久不見，和
你們見面我太幸福，你們幸福嗎？高興嗎？我希
望非常非常開心一起玩，可以嗎？」Suho指再來
此場地便憶起去年MAMA頒獎禮的情景，故覺
得香港場對他們來說尤其重要。接着，他們表演

人氣歌曲《Lotto》、《Sing For You》等，歌迷大
合唱。

燦烈狂畀心冧歌迷
8子再以白馬王子Look登場，並走近舞台兩邊唱

出《Cloud 9》，尖叫聲頓時四起。及後他們再走到
延伸舞台，燦烈狂向歌迷畀心心，冧得歌迷一陣
陣。隨後，8子揮着應援棒唱《Tender Love》，各
人鬼馬隨機起舞。談及今次做演唱會的感受，隊長
Suho大嘆近來成員們各有各忙，令他感到寂寞，現
在做一個演唱會，終於可再集合成員們聚頭，他覺
得好開心。燦烈稱知道有些成員拍戲很辛苦，他每
晚都會發訊息慰問。Suho趁機投訴世勛說：「你去
巴黎時，好似無聯絡過我！」世勛卻無情地回了
句：「我點解要聯絡你？」及後世勛才圓場說：
「都有少少掛住你。」場面搞笑。
此外，燦烈表示都想坐台下試看EXO演唱會，

「早前睇其他成員（小分隊EXO-CBX)的演唱會，
感覺奇怪，但知道他們背後也付出了很多。」之
後，成員讓D.O.介紹下一首歌，他卻忘了，一臉迷
茫，要在旁的燦烈提示，被Chen取笑。

Chen收到港迷能量
EXO隨後換上便服，邊唱邊跳《Run This》、

《Power》，台下歌迷high爆跟跳。安哥部分，8子
唱了《Don't Go》再度出場。成員們之後再抒發感
受，燦烈表示：「好耐無做過演唱會，但見到大家
跟唱，都覺得好開心。」Chen賣口乖說：「本應是
我們給你們能量，但反而是你們給我們了，香港歌
迷你們是最好的。」世勛就用中文致謝：「我們
EXO成員都一直更努力的，我們EXO一定報答你
們，照顧自己，保重身體，真的感謝。」Suho則預
告快有新歌推出。8子最終唱出《Angel》，頭場演
唱會圓滿結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梅馨文）韓國當紅男團EXO一連兩場的《EXO PLANET #4 – The EℓyXiOn 》香

港場前晚假亞博館Arena揭開序幕。EXO成員們近來都各有行程，各有各忙，隊長Suho坦言感到寂寞，今次演

唱會是個機會讓他們8位成員再聚首，但卻投訴隊友世勛在巴黎工作時無聯絡過他，而世勛竟直接回了一句：「我

點解要聯絡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何雁詩昨日出席太陽眼鏡活
動，早前頻頻練習高爾夫球應付
比賽的她，皮膚曬得黝黑，她覺
得比男友鄭俊弘膚色更黑，笑言
希望有多些美白產品的贊助。說
到她有份演出新劇《天命》將於
六月底播出，劇中扮演公主的她
笑言：「同現實生活一樣，也是
公主一名。(公主性格會否令男友
吃不消？)當然不會，他會覺得好
正，因而更成為皇室成員。(有否
送禮物給這位皇室成員？)我已是
他最好的禮物。」何雁詩笑說：
「有時候他會自稱『朕』，當正
自己是皇上，(那麼你是野蠻公主

嗎？) 不是，只是覺得靚到似公
主，但就沒有公主病。」
早前她在社交平台放上滑水

相，但就未見有比堅尼泳照，問
到是否男友不喜歡她放性感照，
她表示：「我做不到其他人的感
覺，男友沒有所謂，最重要是沒
有露出重要部位。」說到之前她
和男友食飯時，各自玩手機毫無
交流，被指感情變淡，何雁詩否
認說：「大家相處得好舒服，拍
拖不一定要滔滔不絕，最重要一
起時開心。」另邊廂，鄭俊弘出
席另一活動時回應：「睇下手機
好正常，我們沒事，感情穩
定。」

香港文匯報訊 國際名模琦琦
化身腕錶設計師與陀飛輪品牌合
作，設計出以「童話之森」為主
題的腕錶「琦琦設計系列－維
也納的春天」。早前，她為腕錶
拍攝宣傳照，並分別換上白色及
紅色兩個造型，於鏡頭前熟練地
擺出不同優雅姿勢，盡顯名模功
架。但原來琦琦當時竟是負傷上
陣，早前運動時拉傷了腰的她，
拍攝時又不小心摔了一跤，令腰
痛情況加劇，但專業的琦琦依然
堅持完成拍攝工作，態度專業。
她說：「我之前做運動拉親條
腰，之前都睇了跌打。嗰日跣親
都有即刻叫助手幫我買咗膏藥頂
住，影完相之後先搵醫生睇。」
提到是次的兩個不同造型，作
為名模的琦琦，故然形象百變，
但她笑言：「其實我係唔太慣
wet look，因為我鍾意乾淨的感
覺，不過在場的形象設計師、攝
影師、化妝師全部都話wet look

好，所以我就信佢啦，我都好聽
別人的意見。」她表示當天助手
替她拍了很多很美的相片作記
錄，但第二天相機竟然被盜竊，
相片全部遺失，令她大嘆可惜。
她失落地說：「相機裡面有工作
相又有私人相，主要係記錄低自
己工作。不過其實都好擔心，因
為裡面有好多同朋友影的相，已
經報警。我情願唔見錢，都唔想
唔見相機，裡面的相有錢都買唔
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鄧萃
雯、張崇德、林曉峰昨日出席在港鐵青
衣城商場舉行「擁抱家 ．快樂爸」父
親節活動，一眾嘉賓與在場人士分享自
己與父親的生活點滴、原生家庭如何影
響下一代的教養方式。從小在破碎家庭
長大的雯女，因父母離異，長期沒有爸
爸在身邊，加上受到爸爸兩段失敗婚姻
的影響，至今仍沒結婚。雯女坦言：
「父母離婚對我影響很大，一直沒有爸
爸在身邊，自細跟祖父母同住，所以初
戀時很想找個像爸爸和老師的男友，影
響到我一生都抱着這心態，可能缺乏安
全感，每當遇上問題便會選擇離開，往
往令多段感情不了了之，我爸爸比較花
心，試過兩段婚姻都失敗，給他影響
下，我到家都未結婚，以前任何都只
得靠自己，不過信主後，有天父代替地
上父親的愛，變得越來越有安全感，依
然會靜待一個好男人出現，所以爸爸不
要看輕自己的力量，你想個女將來找個
什麼樣的男人，便先做個好榜樣。」說
到工作方面，她透露有個幾適合的劇
本，角色很有新鮮感，無須做師奶、太

太、媽媽，對手更是未合作過。

張崇基收心形pizza極冧
張崇基和11歲大囝囝日希到來，他

透露：「囝囝剛小學畢業，真的很感
動。」說到小一派位，張崇基笑說：
「無經歷過，因一對仔女是讀直資學
校，一條龍升學，感覺較輕鬆。」臨近
父親節，他表示沒有特別節目，仔女平
日都好錫自己，只是一個節日搵點節目
而已，有年兩兄妹一齊整了個心形piz-
za給自己，真的極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 朱
千雪昨日於馬鞍山出席活動，為世界
杯足球推廣活動掀開序幕。朱千雪大
談她在加拿大留學的暑假上體育堂，
曾接觸不少運動項目包括足球。她亦
笑言小時候在爸爸的耳濡目染下認識
著名的球隊及足球術語。接着的足球
遊戲環節，即使她穿着高跟鞋，也施
展控球腳法，滿足在場觀眾的期待，
氣氛高漲澎湃。活動上她更即席唱出
兩首甜蜜情歌《我的歌聲裡》及《陪
着你走》。她自認對足球不在行，醫
生男友Justin也不是對足球特別有興
趣。她知道世界盃即將舉行，不少港
人亦愛看足球，相信香港睇波氣氛比
外國好。
談及千雪身形脹了少許，她坦言

不是掛住食所致，始終之前冬天少
出街，希望趁夏天可修身：「6、7
月會出發去日本拍旅遊節目，現在
唔畀啲心機點得。（去到忍口？）
唔忍啦，現在忍算啦，難得公司
請。（會去浸溫泉？）未知 run-

down，但騷身材就唔會，冇咩可以騷。
（着背心短褲？）短褲會，背心就睇進度，
最怕畀人Cap圖話我肥。」
新一輯《美女廚房》前晚首播，網民負評

一堆，千雪透露稍後會上《美女廚房》擔任
嘉賓，她坦言最擔心自己廚藝，覺得自己有
機會做地獄廚神。她表示節目、主持及組合
全部都新，希望大家繼續睇：「做主持唔容
易，做嘉賓煮嘢
食更難，請多多
支持。（上節目
前惡補廚藝？）
事前唔知啲材
料，唔可以惡補
到，到時祝主持
好運。」她笑指
之前曾拍攝飲食
節目，連續七日
不停學習煎蝦
碌，最後唔敢再
食蝦。問最怕什
麼食材？她說：
「我最驚田雞同
鱔呢啲滑潺潺的
食材，同埋我唔
好意思殺生。」

父母離婚影響大 雯女至今未婚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李思穎）劉
美君、余安安、黃
心美等昨日出席Vi-
uTV 選 秀 節 目
《Good Night Show
全民造星》探班活
動，99位參賽者更
首度與評判、導
師、傳媒見面，從
中選出50位入圍決
賽。擔任星級導師
的劉美君覺得要着
重他們的天生條
件，再把各人長處
放大，但暫時未看
清所有參加者，笑
言：「我都一嚿
雲，左耳入右耳

出，要邊做邊看，
但覺他們都很順
眼。」
余安安是評判之
一，她表示話揀偶
像型，所以一定是
外形行先，跟住才
看潛質，觀眾緣，
有否星味，加埋他
們的表演，總之要
集外形和表演於一
身，其實要揀50個
都有難度，實在太
多人，當然乞人憎
便不用選，相信不
會50位都合乎以上
要求，可能有些好
出色，有些是陪襯
下 ， 要 再 睇 清

楚。」說到資深演
員吳博君患漸凍人
症，作為演藝人協
會秘書長的安安透
露：「剛從北京返
港，尚未了解事
情，不便發表意
見，如果有需要，
演協定必伸出援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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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琦化身腕錶設計師

余安安造星外形行先

何雁詩自認是公主

■EXO■EXO承諾同承諾同
港迷下次見港迷下次見。。

■雯女坦言父母
離婚對自己影響
很大。

■■琦琦琦琦

■D.O.■D.O.獨唱獨唱，，燦燦
烈伴奏烈伴奏。。

■眾人啟動爸爸與子女擁抱，一齊挑戰健力士世界紀錄。

■■燦烈不停畀心燦烈不停畀心FansFans。。

■EXO■EXO成員們用中文打招呼成員們用中文打招呼。。

■何雁詩
■千雪示範控球，就算穿
上高跟鞋仍然有型有款。

■劉美君、余安安
出席 ViuTV 選秀節
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