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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 Island 大受
香港歌迷歡迎。
香港歌迷歡迎
。

■ Ailee 以 強 勁 唱
功震撼場館。
功震撼場館。

香 港
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韓國
《Music Bank》香港站演唱會前晚假亞博館舉

■ 朴 寶 劍 ( 中) 夥 拍
TWICE 的多賢
的多賢((右)、
陳貝兒一起主持。
陳貝兒一起主持
。

行，韓國「男神」朴寶劍有份擔任主持，TWICE、FT
Island、Seventeen 及 Ailee 等人氣歌手落力演出，並帶來各個
■前晚亞博館 Arena
場內氣氛熱烈。

特別舞台，當中以 FT Island 唱出香港樂隊 Supper Moment 的廣東歌
《To Whom》最令人驚喜。

FTIsland接地氣
TWICE 露美腿會港迷
MC 朴寶劍跳舞

7 時 15 分開騷，韓團 MONSTA X 成員亨源打
前晚約
碟和周憲 rap 揭開序幕。TWICE、FT Island、Sev-

翠如：我不在家佢就會來

爆有第三者「入侵」家庭

enteen、MONSTA X、NU'EST W 及 Ailee 陸續上台，
朴寶劍前晚夥拍 TWICE 的多賢、陳貝兒一起主持。朴
寶劍和多賢都入鄉隨俗用廣東話講「大家好」打招呼。
NU'EST W 打頭陣，大唱《Help Me》、《Dejavu》
等歌曲，成員白虎胸上貼了很多膠布，疑似以此遮紋
身。之後，朴寶劍上台指看了NU'EST W的演出令他
聯想到香港電影，並稱曾看過《阿飛正傳》，即場
哼唱該片歌曲之餘，更扮張國榮跳曼波舞。
接着，女歌手 Ailee 登場以唱功攝人，獻唱《U
& I》 、 《I will show you》 及 《Atmosphere》
等，並唱出大熱劇集《鬼怪》OST《如初雪般
走向你》 。她又善於與觀眾互動，先跟觀眾
鬥高音，又鼓勵觀眾與她一起唱一起跳，成
功炒熱全場氣氛。
MONSTA X 則以勁歌熱舞，獻上
《Shoot Out》 、 《Trespass》 、
《Rush》及《Dramarama》會港
迷 。 7 子 首 度 參 與 《Music
Bank》的世巡騷，表示非
常興奮。
大會亦播出人氣
勁爆的姜丹
尼爾和

唱廣東歌

防彈少年團（BTS）支持港騷的片段，BTS 成員 V 更表
示難忘曾與朴寶劍一起主持的往事，BTS 更用廣東話講
「我愛你哋」隔空冧港迷。

MONSTA X成員扯衣騷肌
當晚演出最令人期待的當屬特別舞台，TWICE成員多
賢、Momo、Mina和彩瑛穿上黑色露腰衣裝表演SHINee
成員泰民的《Move》，展現性感舞姿；Ailee 聯同 Seventeen 的 Vernon、S.coups 與 Woozi 合唱《Q&A》；Seventeen 的中國成員文俊輝和徐明浩則率領其他隊員合唱
《那些年》，感染全場一起唱出經典；MONSTA X 演
繹 2pm 的《Heartbeat》，展示經典疊羅漢動作，元虎臨
尾更扯開上衣騷肌；但要數到最「貼地」的還是 FT Island，翻唱本地樂隊 Supper Moment 的《To Whom》，
雖然發音還不太標準，但以誠意及唱功搭夠。
樂隊 FT Island 相隔多時再齊人來港開唱，港迷都引頸
以待，更展示「We Wait U」燈牌，FT Island 都話好感
動，他們當晚唱出《Champagne》及《The Night》等來
回饋港迷支持。

■Seventeen
Seventeen派心冧港迷
派心冧港迷。
。

■NU'EST W打頭陣
W 打頭陣。
。

子瑜未受死亡恐嚇影響
超人氣女團 TWICE 登場掀起全晚高潮，穿上短褲短
裙 示 人 的 9 位 成 員 唱 出 熱 門 歌 曲 《YES or YES》 、
《What is Love?》 、 《Dance The Night Away》 及
《TT》。早前收到死亡恐嚇的周子瑜，前晚跟着隊友又
唱又跳，更不時展露微笑，表現未受影響。
壓軸登場的是男團 Seventeen，13 子

■TWICE 9 位美少女台上賣萌
位美少女台上賣萌。
。

江若琳爆老公婚後態度變
香港文匯報訊 蕭潤邦與江若琳昨日首度以夫
妻檔一同現身公開活動，並與大家提早拜年。活
動上，江若琳更餵老公食自己親手煮的豬仔湯
圓，甜蜜度爆燈。
這對新婚夫妻坦言，希望今年能生隻豬
仔，因為屬豬的男生會像屬豬的爸爸蕭
潤邦一樣都特別叻、孝順及乖仔。而
江若琳更被老公指高要求，因為
除了想豬年生小孩外，更想生
山羊座的豬仔，因為身邊的
山羊座都是好男人。雖
然生男或女都會高

■大會安排「蕭
正楠」做神秘嘉
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黃翠如昨日穿上
吊帶裙為旺角一間連鎖超市主持新店開幕禮，以
木槌敲向清酒桶，並即場裝飾布甸甜品，而大會
更送上半裸人形紙板蕭正楠（Edwin）做神秘嘉
賓，並安排小男孩向她送花。
翠如表示每日都會逛超市，因近日每朝早凌晨
五點便開工， 要買定早餐，之前老公都會煮早餐
給她吃，但因為太早了不好意思麻煩他。 問到成
為人妻後可有煮早餐給老公吃？她不好意思說：
「叮嗰啲算唔算？」翠如又自爆曹永廉「介入」
其家中，好認真教她和 Edwin 買餸及煲湯。翠如
又指已融入家中的阿廉，有時見她煲節瓜鹹蛋、

勁歌熱舞演繹《Oh My!》、《CLAP》與《Very Nice》
等，為當晚演出畫上句號。
最後，主持朴寶劍率領全體藝人再上台，朴寶劍更用
廣東話問觀眾：「大家睇得開唔開心？」眾星跟港迷揮
手道別。而正當所有歌手已離台，觀眾們準備離開之
際，一班表演嘉賓再上場，並拋毛巾等落台送給粉絲。

番茄薯仔排骨一些簡單湯水，便會給她說話聽：
「好辛苦你喎。」而日前她致電回家，問老公正
在做什麼，他說和阿廉一起看《大帥哥》，現在
很多時她不在家，阿廉就會來。

強調未有生仔計劃
問到可有「造人」計劃？翠如謂暫時未有這計
劃，因拍完《致所有愛過的人》後，又會拍旅遊
節目，之後再拍劇，沒時間造人。可是之前秘婚
的翠如，即使強調暫時沒「造人」計劃，大家依
然不相信。
對於 Edwin 自稱家族大，繁殖力很高，翠如笑

興，但原來蕭生是緊張大師，會擔心女兒受傷或
被欺負，連夏天着小背心都唔得，所以想生男
生，指男女扭親心痛程度都不一樣，男生就可以
讓他自由發揮，碰碰釘也不怕。江若琳笑言老公
結婚前後態度不一樣，沒有以前般甜言蜜語，但
笑認新婚生活跟以往較為有安全感、踏實，因為
知道有個人會一直陪在身邊便會更開心。蕭潤邦
指在家中是老婆話事，而公眾場合會讓老公做主
導。原來江若琳以前只煮過雞煲給老公吃，但因
為工作繁忙，被投訴現在廚房只作煲水之用。
江若琳又投訴老公在家中經常整蠱她，包括一
聲不響站在身後及常常取笑她等，而蕭笑稱這是

■吳青峰

謂他專講這
些：「要好好管
教佢，（要體罰？）
買清酒杯畀佢跪，好好
教佢言行舉止要優雅，家教
唔夠嚴，我買菠蘿畀佢跪先，
遲啲買榴槤。」 問到老公可有明
示要她生 B？她說：「佢有明示要我
學煲湯。」 強調暫未有生仔計劃的翠
如，笑言有人教她生仔秘方，着 Edwin 在家
中不用穿內褲，她笑道：「咁要真人示範，我
家教好嚴，唔講呢啲。」

■江若琳與蕭潤邦希 ■江若琳甜蜜餵老公食
望今年能生隻豬仔。
望今年能生隻豬仔
。 自己親手煮的湯圓。
他們的情趣。
二人今年將第一年派利是很有意義，他倆將會
留在香港過年，已經準備好讓朋友們來拜年，而
且身份變成蕭生、蕭太，是值得紀念的日子。

吳青峰走出舒適圈做音樂
中央社電 歌手吳青峰與樂團蘇
打綠經理人合約到期後分飛，近期
推出新單曲《起風了》。吳青峰
說，去年前都在舒適圈做音樂，
「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很舒適，但也
可能少了點理解世界的機會」。
去年底蘇打綠主唱青峰與樂團經
理人林暐哲發表共同聲明，宣佈雙
方合約到期，「青峰覺得該對自己
的生命負責」，未來各自處理工作
事務。近期青峰以「吳青峰」身
份替電視劇《加油，你是最棒
的》獻唱主題曲《起風
了》。《起風了》原曲

是日劇《深夜食堂3》的主題曲，
吳青峰受邀參與重製全新版本，與
內地音樂人劉胡軼攜手創作。《起
風了》除保留原曲的精華，也把新
概念融入新版作品，連日方製作人
聽完歌曲都大讚「華麗而特別」，
對於吳青峰的詮釋給予高評價。最
近吳青峰更參與內地音樂節目《歌
手2019》，他說，去年以前都是在
自己的舒適圈裡做音樂，「活在自
己的世界裡很舒適，但也可能少了
點理解世界的機會」。因此他選擇
勇敢走出舒適圈，首度為戲劇創作
並演唱，盼能獲得歌迷喜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