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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舞台與首爾場不同，特意改為「王」字形舞
台，延伸台橫跨大半個場館。而東方神起前晚約

7時許登場，U-know和Max以《Bounce》、《Some-
thing》和《Top Of The World》揭開序幕。隨後，
兩子用廣東話打招呼說：「大家好，我哋係東方神
起」，Max再用英文叫歌迷好好享受該騷。接着，
U-know solo表演《Puzzle》，與女舞蹈員跳貼身舞，
令歌迷嘩聲四起。到唱《Spellbound》時，二人又輪
流跟女舞蹈員有貼身接觸，再次觸動歌迷反應。兩子
又走出延伸舞台熱舞，不僅瞓地還脫下外套。
東方神起又把握機會跟港迷交流，
U-know說：「果然係香港，非常愉
快！Have fun today？」，獲歌迷
熱情回應。而談及開場片段，
Max笑說：「大家見到大宅出
嚟兩個靚仔，我哋東方神起
welcome大家來我哋party。」
他亦稱他倆今次5年後再來港
開騷變得成熟。
他們又表示近來通過真人騷
去讓粉絲看到他們另一面，雖然
拍攝不易，但都找到有趣的地方。
至於兩子最近開通社交平台賬號，
U-know指見到Max不時鋪出美食相，就
提議不如下次搞個美食 tour；Max 就口甜讚
U-know着便服都咁靚仔，他又續說見到歌迷是最開
心的，冧功一流。
輪到Max帶來solo舞台《Closer》，席間他扯開上
衣露肉，晒出結實胸肌和腹肌，頓時尖叫聲震天。之
後，二人「合體」，演唱經典歌《MIROTIC》，歌
迷們落力應援合唱。

見小朋友即父愛盡現
當晚東方神起又大唱多首歷年大熱歌曲，U-know

一登台就用廣東話叫道：「大家一齊唱！」兩子接連
獻上《Hug》 、 《Balloons》 、 《Maximum》 、
《Keep Your Head Down》及《Rising Sun》

等，歌迷跟唱跟跳，氣氛high爆。

安哥環節，東方神起唱
出 《Somebody to Love》 、
《You're my Melody》 ，
U-Know表示因為港迷氣氛高漲，刺
激他更用心演出，由開場流汗到完場，
甚至令他有些頭暈暈，他再次感謝歌迷
捧場。最後東方神起還跟全場影大合照，
而Max更承諾會盡快再見港迷。
開騷前，東方神起先開記者會見傳媒。問
到想在香港哪些地方拍MV，U-Know自言特

別想去山頂睇香港出名的夜景，更指
不只MV，海報、宣傳海報都想
拍埋。至於Max就即席分享喼
弗心得，自認愛美食飲酒的
他透露平時靠做運動減肥，
努力綵排也是消耗卡路里的
最好方法。而大會安排兩位
小朋友上台，向東方神起送
上香港特色建築的模型，二
人見小朋友即展露慈父式微
笑，更蹲下身跟小朋友們合
照。

舊隊友朴有天同日在港
無獨有偶，東方神起前成員、JYJ成員

朴有天前日亦在港舉行粉絲見面會，誠意
十足地唱出香港組合Supper Moment的廣
東歌《小伙子》。近年負面新聞纏身的
他更被港迷感動到喊，說：「對不起
大家，我帶着抱歉心情，因為有種
種狀況而來不到，之後會繼續努
力。 」前日有不少歌迷下午去
完朴有天的見面會後，晚上
隨即趕往東方神起演唱
會，連跑兩場，認
真忙碌。

時隔5年

香港開騷

連唱經典

東方神起施冧功東方神起施冧功

MaxMax撕衫晒肌撕衫晒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梅馨文）韓國

男團東方神起前晚假亞博館Arena舉

行 「TVXQ! CONCERT -CIRCLE-

#welcome in HONG KONG」，亦是

他們海外巡唱的首站，吸引來自香

港、內地、韓國及日本等地約8千名

歌迷捧場。睽違 5年，成員鄭允浩

（U-know）和沈昌珉（Max）再在

港開騷，同樣魅力不減，除勁歌熱舞

獻唱多首經典歌外，Max更撕開上衣

騷肌肉讓歌迷大飽眼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唐文龍昨
日為滑水活動擔任嘉賓，席間分享滑水
心得之餘，還即場跟香港滑水隊女成員
在台上示範滑水技巧，互相鬥平衡力，
又在滑浪板上表演花式蹲下，而唐文龍
亦十分識做，刻意「讓賽」。
唐文龍透露以前跟好友經常滑水，不

過現各有各忙，加上朋友榮升父親後，
已很久沒有滑水。問他又可渴望做父
親？他直言未有女朋友，強調緋聞女友
楊柳青只是「好朋友」，又以 「 師
妹」稱呼對方，再追問二人是否快成為
情侶，他未有正面回應。至於會否教對
方滑水，唐文龍則說：「唔知佢識唔識
滑水喎， 咁師兄師妹一齊做運動好正
常。」
對於昨日未有落水露兩手，只在岸上
示範，他直言鼻竇炎仍未痊癒，故不能
落水：「因為鼻竇炎未好返，落水時水
壓會令鼻入面神經痛，其實已經睇咗醫
生，食咗兩星期藥，亦照了腦掃描，不
過仍未好轉。」他表示之後要回美國探
家人，故要繼續食藥，看看回港後有否
好轉，並考慮之後做手術。問楊柳青有
否擔心、慰問他？唐文龍謂：「佢有關
心我，師妹關心好正常。」

香港文匯報訊歌手丁噹有份參演的音
樂劇《搭錯車》前日在台灣舉行首演。
對於首演獲好評，所有演員開心不已，
丁噹表示雖然在2013年演過音樂劇，但
這回演歌舞加乘，真情演出，哭倒一片
觀眾，讓她開心地說：「出道以來最大
挑戰，希望大家跟着《搭錯車》一起哭
一起笑！」
丁噹今次首次獻出熒幕初吻，在排練

時剛開始丁噹害羞笑場，多虧實力演員
陳乃榮的「帶領」下，完整投入情緒，
順利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首場還有一位重量級的

嘉賓李宗盛，秘密「上車」見證。表演
一結束，李宗盛也到後台給予丁噹加油
鼓勵，讓她一見到大哥又好不容易止住

的淚水又再度奪眶而出。李宗盛對《搭
錯車》也給予好評，他說：「老實講，
很久沒有偷偷的擦眼淚，非常動人，這
麼多人為藝術齊心齊力很感動！」，並
笑稱是來「觀摩學習」。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記者日前從陝西省文
化部門獲悉，為紀念著名作家陳
忠實，紀錄電影《懷念陳忠實》
將於下月初在白鹿原正式開機拍
攝，該片將以紀錄電影的創意角
度，通過春、夏、秋、冬四季全
景展現陳忠實的文學與人生。該
片預計將於2019年4月29日，
在陳忠實逝世三周年紀念日舉行
首映。
中國當代著名作家、中國作家

協會原副主席陳忠實，曾因一部
「墊棺之作」《白鹿原》而名揚
海內外，並榮獲茅盾文學獎。截
至目前，《白鹿原》已發行逾
160萬冊，被國家教育部列入
「大學生必讀」系列，並被改編
成秦腔、話劇、舞劇、電影等多
種藝術形式。
在日前舉行的影片拍攝座談會

上，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陝西
省作家協會主席賈平凹，電視劇
《白鹿原》出品人趙安等都對該

片的拍攝給予高度評價。與會嘉
賓亦圍繞陳忠實人物特點、故事
大綱、故事結構及敘事手法、故
事內核、電影配套宣發活動等事
項進行研究討論。影片主創團隊
首先對影片的籌備情況進行了匯
報介紹，並圍繞影片內容創作情
況進行詳細闡述。
賈平凹表示，陳忠實先生不僅

是白鹿原的一個代表，他創作的
作品《白鹿原》也是文學世界的
寶貴財富，通過紀錄影片要展現

出陳忠實先生輝煌的文學人生，
凸顯他堅強的人格，弘揚陳忠實
人生的意義，力爭將影片打造成
對歷史負責的作品，讓後來人通
過影片認識陳忠實先生。
據悉，《懷念陳忠實》將於明

年4月29日陳忠實逝世三周年紀
念日舉行首映，後續還將推進開
展《陳忠實》廣播劇、交響音樂
詩會、書畫展等一系列懷念陳忠
實的藝術作品和文化活動。

唐文龍患鼻竇炎 獲楊柳青關心

捧丁噹音樂劇場 李宗盛話觀摩

香港文匯報訊「福祿壽」王祖藍、阮
兆祥、李思捷前晚舉行福祿壽十周年澳
門站演唱會。之前在香港站贏盡好評的
福祿壽，去到澳門站依然未有鬆懈，加
入大量全新及地道元素，務求令入場觀
眾更有新鮮感。
被傳秘密訂婚的李思捷，甫開騷即遭
兩位拍檔將緋聞擺上枱。祖藍先笑言若
有現場觀眾認李思捷做老竇，李思捷會
即場派錢，隨即惹來全場起哄，此時祖
藍再寸嘴表示：「澳門人真係好不幸，
因為佢哋連李思捷都要爭住認老竇，真
係家門不幸喇。」之後祥師兄加入戰
團，着思捷乘機在演唱會上就近日「封
盤」傳聞解畫，李思捷馬上「離場」避
談。
是次演唱會繼續以集體回憶做主題，當
中陳嘉佳（細細粒）以肥姐造型登場大唱
《歡樂今宵》主題曲，造型維肖維妙。為
了增加花生度，思捷更以其擅長的秋官造
型與細細粒合唱《愛在心內暖》，二人最

後更愈哄愈埋兼借位「狂咀」。

阮兆祥唱到眼濕濕
除了細細粒的演出內容與香港站截然不

同，福祿壽先後模仿譚詠麟（阿倫）tone
獻唱《野孩子》、《祝福你》以及《Lon-
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亦是全新
環節，祖藍獻唱《祝福你》時，瘋狂模仿
阿倫的抖腳姿勢。而祥仔獻唱英文歌時，
由於太過肉緊，遭思捷取笑講粗口，祥師
兄則反擊：「咩呀！我呢個係牛津發
音。」再次成功贏得全場笑聲。
至於Quick Change環節，亦加入了新

元素，包括是思捷扮林子祥唱《敢愛敢
做》、祖藍扮葉啟田唱《愛拚才會贏》
及祥師兄扮玉置浩二唱《月半彎》。而
唱家班出身的祥師兄，是次更加插了情
深獻唱環節展示實力，一口氣唱出《被
遺忘的時光》、《細水長流》、《愛上
一個不回家的人》、《聽海》等，其間
更一度唱至眼濕濕，十分感性。

「福祿壽」澳門站添新元素李思捷封盤傳聞被擺上枱

《懷念陳忠實》紀錄電影下月陝西開拍

■李宗盛(左三)到後台為丁噹(右三)加油。

■■U-know(U-know(左左))和和Max(Max(右右))擺出心形手勢冧港迷擺出心形手勢冧港迷。。

■■東方神起前晚把握機會跟港迷交流東方神起前晚把握機會跟港迷交流。。

■■東方神起勁歌熱舞東方神起勁歌熱舞，，大唱經典歌大唱經典歌。。 ■Max■ Max 扯開扯開
上衣露肉上衣露肉。。

■兩位小朋友向
東方神起送上香
港特色建築模
型。

■唐文龍（右）即席示範滑水技巧。

■■右起右起：：王祖藍王祖藍、、李思捷和阮李思捷和阮
兆祥扮鬼扮馬在澳門放笑彈兆祥扮鬼扮馬在澳門放笑彈。。

■二人更借位「咀嘴」。

■李思捷扮秋官，細細
粒就扮肥姐。

■■東方神起前晚把握機會跟港迷交流東方神起前晚把握機會跟港迷交流。。

■■朴有天晒照並用中文留朴有天晒照並用中文留
言感謝港迷言感謝港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