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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位成員竭盡全力演出
位成員竭盡全力演出。
。

Wanna One《One: The World》
今次演唱會採用實名制門票入場系統，

■扮拍飲品廣告
扮拍飲品廣告，
，邕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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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冠霖對着鏡頭講
賴冠霖對着鏡頭講：
：
「你係我嘅
你係我嘅！」
！」

觀眾進場步驟比以往較繁複嚴謹，各方嚴
陣以待加以配合，頭場港騷也得以於晚上
7時許準時開始。
Wanna One 以 白 色 機 師 制 服 Look 登
場，唱出《Burn It Up》、《Never》及
《Energetic》打頭陣。11 子之後輪流 Solo
獨舞，及演繹小分隊的歌曲。
來到香港，11 位成員當然入鄉隨俗，逐
一用廣東話打招呼，自我介紹，以半鹹淡
廣東話說出「大家好」、「見到大家好開
心」等。他們感激港迷前來支持，並表示
可以重臨去年他們有份奪獎的《MAMA
頒獎禮》場地演出，覺得好有意義、好開
心。談到姜丹尼爾與黃旼泫提早幾天來
港，他們坦言有趁機遊覽香港，除了購物
外，亦到過西貢市場，坐過纜車上山頂，
又食過點心、北京片皮鴨等美食。

尹智聖感謝香港 Wannable 的熱情，裴
珍映見到粉絲熱烈的反應覺得好開心。冠
霖用中文說：「喜歡的話，我也好開心，
謝謝你們！」姜丹尼爾更用廣東話說：
「香港的 Wannable 大聲啲叫啦！」，令
氣氛更為熾熱。而當他們走出延伸舞台
時，台下企位粉絲即時瘋狂向前推，姜丹
尼爾不禁擔心粉絲安全，呼籲粉絲保持適
當距離。到《Always》音樂一響起，全場
大合唱，讓 11 子相當感動，並大讚 Wannable聲音好美麗。

港迷熱情令成員感動
隨後，Wanna One即興玩角色扮演搞氣
氛。邕聖祐和李大輝扮拍飲品廣告，其中
邕聖祐拿起水樽喝完一次後，被隊友嗌cut
指他要再配合台詞一次過喝完，無奈的他
只好再喝一次，但飲到面有難色，最後都
成功用廣東話講：「好冰涼」，場面搞

笑。而其他成員就化身情聖撩妹，朴志
訓說：「我鍾意你」，更識做地做出心形
手勢；朴佑镇、河成雲、黄旼炫則說出：
「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呀？」，以佑鎮講
得最字正腔圓；裴珍映說：「你係我
嘅」，說完之後一臉害羞；姜丹尼爾與冠
霖同對着鏡頭講：「你係我嘅！」，姜丹
尼爾更施wink術，現場尖叫聲一片。
之後開始Party Time，由智聖做DJ捽碟
揭開序幕，換上青春服裝的成員登場跳舞，
全場 high 爆。11 子齊讚現場氣氛非常好：
「香港 Wannable 正」，冠霖用中文說：
「今天很緊張，謝謝你們給的鼓勵。」

事務所望瘋狂粉絲自制
安哥環節，唱出新歌《Light》。接近尾
聲，Wanna One分享是次開騷感受，冠霖
表示，香港對他的意義重大，故前一晚特
別為港迷早睡務求以最佳狀態演出。佑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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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搞笑說：「今日 so happy！ Today 多謝
大家嚟呀。」成員們不約而同稱希望可盡
快再來港，大輝說：「I'm so 感動，希望
下次再來時，歡呼聲更大。」，可是因作
為限定組合的 Wanna One 預計今年底解
散，有歌迷不捨淚流，成員們紛紛安慰。
Wanna One 最後唱出《I Promise You》
劃上句號。
而對於有狂迷日前潛入酒店偷拍成員，
Wanna One所屬的事務所前晚發聲明，指
有部分粉絲與藝人搭同一航班、入住同一
酒店，不單阻礙成員休息及侵害成員私生
活，更影響其他市民，成員們受到很大的
精神壓力。事務所希望粉絲節制，不要在
酒店走廊、大堂、泳池、停車場等地方拍
攝，亦呼籲粉絲不要追車，免生危險。姜
丹尼爾昨日凌晨進行直播，其間亦談及有
關狂迷的傳聞，他指平時出入都會有保安
在旁，着粉絲不用擔憂。

■姜丹尼爾在直播上向
粉絲派心。
粉絲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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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na One
粉絲名）。
「 電 」 暈
Wannable

心情未受影響，各位成員在玩角色扮演時更大講廣東話，積極發功
Wanna One

開鑼，當中以中心成員姜丹尼爾及台灣成員賴冠霖最受在場粉絲歡迎。縱然日前有狂迷貼身
Arena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梅馨文）韓國超人氣男團 Wanna One
一連兩日的香港演唱會前晚假亞博館

追蹤偷拍成員，但

Wanna One
化身情聖 冧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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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欣彤與歌迷聚會兼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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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靠打字溝通
林欣彤被歌迷惹哭

■林欣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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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林欣彤（Mag）向來疼惜
歌迷，今年她忍着聲帶勞損之苦，與「彤
伴」舉行一年一度的聚會；更因要養聲準
備年尾舉行的演唱會，幾乎全程靠電腦打
字與歌迷溝通。席間，Mag 看畢歌迷準備
的回憶片段後，數度哭成淚人。
Mag 甫上台即以沙啞的聲音向彤伴打招
呼，並坦承聲帶出現勞損情況：「但係唔緊
要，我一定會克服嘅。其實我聲帶勞損已經
有一段時間，我依然死忍，但我現在覺得
我要照顧好自己先，先至可以有更好嘅表
演畀你哋睇，我唔會辜負你哋等咗咁耐嘅
呢個演唱會。」說畢，Mag 即宣佈其音樂
作品《忍》，網上點擊率已突破200萬。之
後，Mag 即乖乖地遵守諾言，全程以打字
形式與歌迷溝通，除感激特意抽空前來的
歌迷及為是次活動出心出力的歌迷會幹事們
外，更笑住問歌迷「肚唔肚餓」。

歌迷支持捱過難關
雖然備受聲帶勞損情況困擾，但 Mag 與
歌迷們玩遊戲時仍投入非常，全程七情上
面兼即時做出捧腹表情。不過當歌迷們呈
上回憶片段時，Mag 一度哭得要用紙巾捂
臉。她事後亦邊嗚咽邊在台上感謝歌迷們
多年來對自己不離不棄：「舊年演出舞台
劇時，我已經發現聲帶有啲勞損，但我選
擇咗唔理會，每場都盡力去唱去做，跟住

之後所有嘅演出同做歌，每一個工作我都
係盡晒力去做，因為我知每一次你哋（歌
迷 ）都喺度，所以我好想全力去做。」
她續說：「現在做音樂好難，如果我休
息得太多，或者偷咗懶，我驚我會辜負咗
你哋，所以我就冇理自己一直咁衝。我其
實覺得你哋可以有好多理由唔記得我，但
你哋冇，所以雖然好多困難都好大，但大
唔過你哋對我嘅愛，所以我咩都唔怕，我
會喊我會攰我會驚，但我會好努力去照顧
好自己，之後我會更有智慧去行我嘅路，
唔會再死衝爛衝。我真係好多謝你哋，我
唔知點表達對你哋嘅感激。」
當談到今年的生日願望時，Mag繼續感性
說：「好感恩我哋一直喺互相嘅低谷陪住大
家，咁樣堅持到係好難；我哋嘅人生定必
會遇到好多困難，但唔緊要，我哋有彼
此、同埋我哋有愛。呢個係我最大嘅願望，
無論任何事，我哋都係支持住對方嘅。」

■林欣彤幾乎全程靠打字與歌迷溝通
林欣彤幾乎全程靠打字與歌迷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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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蔡思貝做運動
與老公共事 林夏薇唔怕傷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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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齊工作不怕傷感情？）絕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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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德丞
會，我們會互相尊重，凡事有商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蔡思
量，現時放下拍劇工作，始發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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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與余德丞昨日出席商場宣傳活動，
公都很忙很辛苦，會更加明白和體
甚少公開獻唱的思貝，大展歌喉唱
諒他，有時都會陪他應酬。」
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下一站天后》，雖然唱功幼嫩但誠
朱晨麗在最近播出的《美女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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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十足，更獲粉絲伴唱以示支持。
得到負48.8分，稱得上是地獄廚神，
事後，蔡思貝表示雖然喜歡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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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周志文 林夏薇 朱晨麗 她自言：「已經好畀心機煮，因第一
但自知仍未達可表演的標準，說：
次煮瀨尿蝦，不是太懂處理，自己平
「平時為興趣唱還可以，但要表演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林夏 日都少下廚，本身是有興趣，但媽咪
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未得，要對得住自己和觀眾，所以之
薇、朱晨麗、周志文昨日出席「V city 好錫我，加上為了屋企安全要我遠離
前都有跟老師學唱歌。」提到思貝與
至『熊』生日派對」，林夏薇更大展歌 火種，（擔心嫁不出？）距離嫁人尚
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余德丞以「情侶檔」出席活動，不怕
喉獻唱了兩首歌，今次是她離開無綫後 有一段時間，應該有時間準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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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傳緋聞時，思貝說：「不怕，其實
的第二個活動，她透露：「這活動是之 覺得懂烹飪男人很man，問到緋聞男
想不到之前我們的旅遊節目，大家會
前無綫接洽，也沒所謂，最重要有得 友何廣沛是否懂下廚，她謂：「我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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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我們幾襯，希望這個拍檔組合可
做，而且雙方保持住良好關係。」
試過，但他就試過我手勢。」
以繼續落去，大家會分得出真假。」
回復自由身的她，工作忙過以
周志文被問到緋聞女友劉佩玥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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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德丞就坦言曾約思貝去做運動但被
前，她表示：「正積極健身，希望 勢如何？他笑說：「劉佩玥在節目都
拒，因為對方忙拍劇夾不到時間，思
身體更強壯。至於到老公公司上班 是得負分，她和朱晨麗可以比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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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就笑稱他們二人是有緣無分。
一 事 正 籌 備 中 ， 到 時 會 更 加 忙 ，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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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前，蔡思貝手抱好友賴慰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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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孫慧雪囝囝的生日會，思貝笑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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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A-Lin 澳門獻上經典情歌
當日是做賴慰玲的工人姐姐，整天負
責照顧少主。對於身邊好友大都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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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思貝反而不急於結婚，以「佛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歌姬
系」心態看待人生大事，說：「現在
A-Lin
前晚假澳門威尼斯人金光
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我跟拍劇結婚，要專注幕前工作，結
綜藝館舉行《I'm A-Lin 世界巡
婚和生小朋友都不追求，緣分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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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演唱會澳門站》。
到自然就會有。」
演唱會上，A-Lin 為樂迷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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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經典情歌《寂寞不痛》、《P.
S.我愛你》、快歌《一直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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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的擁抱》。演唱會的重頭
戲亦有 A-Lin 演唱歌迷最喜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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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之一《給我一個理由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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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歌唱真人騷節目《我是歌
手》中曾演唱此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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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歌手鼓鼓前日首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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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GBOYSWAG」身份，登上 UNITE With
Tomorrowland 國際舞台！對於回歸 DJ 身份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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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全場，開心說：「不管大家知不知道誰是鼓
鼓，我只希望大家在我放歌的時候，每個人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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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台下玩得很 high。」剛忙完六場音樂劇《搭
錯車》演出的丁噹也沒錯過這場盛典，穿着火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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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小蠻腰當觀眾力挺鼓鼓，她說：「鼓鼓表演
丁噹
鼓鼓
■蔡思貝與余德丞合力比心。
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好high喔！我剛跟他揮手他都沒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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