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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吳文釗）資深

歌手蘇姍相隔十年後，
宣佈5月於麥花臣場館開個

人演唱會，昨日蘇姍舉行記者
會公佈有關詳情，並獲多位圈中人
包括胡楓、羅敏莊、韋綺珊、盧海
鵬、何國禧等來支持。

問到為何相隔十年才再開騷，蘇
姍解釋自己一直希望與父母同台演
出，因為她是由媽媽帶入行，可惜
早前媽媽因腦退化突然離世，她花
了一段時間才平復心情，說：「媽
媽一直在美國休養，沒想過走得這
麼快，都趕不及返美國見她。」剛
巧今年相隔十年，又是母親節前
後，蘇姍決定再開騷，並預了一個
環節來紀念媽媽。至於整個演唱會
流程，蘇姍表示為揀歌傷腦筋，透

露想多唱英文歌，因為覺得香港較
少以英文歌為主的演唱會，也考慮
設點唱環節，可以多與歌迷互動溝
通。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男子組合GOT7成員隊長JB和
老么有謙最近組成全新小分隊Jus2進行活動，將於4月7

日假澳門開騷，是Jus2的首個海外演出。GOT7成員Mark
將親身到澳門擔任的Special Guest MC，支持隊友JB和有謙。
Mark身體力行，決定擔任Jus2 <FOCUS> PREMIERE SHOW-

CASE TOUR in MACAU的Special Guest MC，義氣相助。Mark曾
多次擔任韓國音樂節目《M Countdown》的特別主持人，相信他屆時會
向Jus2提出粉絲好奇已久的問題，以及分享成員們的生活趣事。

第十七屆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第十七屆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

十八項電影大獎出爐十八項電影大獎出爐
第十七屆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HAF）前日圓滿閉
幕。頒發共十八項、總值超過二百萬港元的電影大獎，
獎項數目和總值為歷年最高。作為亞洲區內首屈一指的
電影融資平台，今年HAF收到數百份來自多個亞洲國
家及地區的電影計劃申請，其中挑選出42項入圍電影
計劃，包括19項製作中的電影計劃。「製作中項目」
（WIP）已踏入第三屆，除劇情片外今年起更開設紀錄
片單元，為不同類型的電影計劃尋找後期製作資金和夥
伴、物色發行商和銷售代理及海外電影節展映機會。

得獎電影計劃如下：
1.「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大獎」獎項（佔兩項）分別由
《刺殺黃大仙》（香港）及《Our Apprenticeship》（日
本）奪得。項目評審委員會依據電影計劃的原創性及創
意，選出兩位得獎者，分別可獲現金獎150,000港元。
2.「WIP紀錄片大獎」為WIP紀錄片類別首度增設的
「WIP紀錄片大獎」。獎項旨在鼓勵及推動紀錄片的發
展，由《Odoriko》（日本）奪得。得獎者可獲得現金
獎78,000港元。
3. 「HAF 邁進康城」 與康城電影市場攜手合作，

「HAF邁進康城」將為電影人提供康城電影市場特別放
映的機會，協助優秀電影作品開啟國際影壇的大門。入
圍的《Odoriko》（日本）、《活着唱着》（中國）、

《叔．叔》（香港）、《Invitation》（印度）和
《Marygoround》（波蘭）五個電影計劃團隊將獲提供
總值約87,000港元的旅費補助。
4.「香港畫天青年導演大獎」《寂寞有害》（香港）

勇奪首設的「香港畫天青年導演大獎」，得獎者可獲得
現金獎150,000港元。
5.「mm2 大獎」旨在支持及鼓勵藝術及商業價值兼

備的華語電影計劃，獎項由《刺殺黃大仙》（香港）勇
奪，可獲得現金獎100,000港元。

6.「萬達菁英+計劃大獎」根植於萬達影視於2017年
推出的菁英+電影人計劃，致力於發掘、鼓勵新生電影
創作力量。得獎作品《太后與我》（中國）由萬達影視
傳媒有限公司代表選出，可獲得現金獎100,000港元。

7.「萬眾注藝電影大獎」由注藝與萬科合資公司萬眾
注藝文化產業贊助設立，旨在鼓勵商業與藝術價值並重
的電影項目，挖掘並支持更多優秀傑出青年電影人及電

影項目。獎項由《晚歌》（中國）奪得。得獎者可獲得
現金獎100,000港元，得獎項目還可免費入駐萬眾注藝
創意藝術孵化器。
8.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一直致力推動亞洲區內電影
業，「KOFIC大獎」旨在鼓勵具潛質的亞洲電影項
目。獎項由《Zalava》（伊朗）勇奪。得獎者可獲得現
金獎100,000港元。

9.「紀念博偉達亞洲電影計劃大獎」得主為《Belong-
ing》（孟加拉），得獎導演須為 35 歲以下，過往執導
作品不超過三部劇情長片，可獲得現金獎50,000港元。

10. 「吳天明後期製作大獎」旨在支持及鼓勵優秀青
年電影項目，得獎者《大河唱》（中國）可獲得由上海
立鼎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給予的後期製作支持，價值約
365,000 港元。
11. 「White Light後期製作大獎」（佔兩項）為支持

創新的電影作品及鼓勵優秀的亞洲導演，大獎分別頒發給

HAF的電影計劃《Circa》（菲律賓），以及入選WIP的
電影計劃《The Shepherdess and the Seven Songs》（印
度）。每個得獎計劃均獲泰國曼谷White Light Studio 贊
助後期製作服務，各價值約117,300港元。

12. 「G2D後期製作大獎」（佔兩項）兩個獎項分別
於HAF以及WIP電影計劃中挑選，得獎者分別是《Be-
longing》（孟加拉），及《On High Ice》（以色列、韓
國），各獲得價值約117,300港元的聲音後期製作服務。

13. 「北京先力電影計劃大獎」得主為《大祭司》（中
國），獎項旨在支持及鼓勵高質素的電影項目。得獎者可獲
北京先力電影器材集團提供的器材支持，價值約175,000港
元，獲獎項目必須在內地拍攝才可享有此獎項優惠。

14.「烏甸尼Focus Asia大獎」旨在鼓勵及促進歐洲
和亞洲兩地的聯合電影製作。得獎作品《The Grand-
stand》（菲律賓）是由意大利烏甸尼遠東國際電影節的
策展人選出。電影計劃代表將獲邀參與烏甸尼遠東國際
電影節Focus Asia 2019，並得到價值約62,000港元的來
回機票及住宿贊助。
15.「Network of Asian Fantastic Films 大獎」得

獎者是《刺殺黃大仙》（香港），電影計劃代表將獲邀
參與富川國際奇幻電影節舉行的Network of Asian Fan-
tastic Films 2019，並得到價值約21,100港元的來回機票
及住宿贊助。

相隔十年再開騷 蘇姍藉機紀念媽媽

GOT7成員Mark 聲援Jus2澳門騷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迪士尼最新
Marvel 主題遊樂設施「蟻俠與黃蜂
女：擊戰特攻！」將於3月31日開
幕，除了電影《蟻俠 2：黃蜂女現
身 》 兩 位 主 角 保 羅 活 特 （Paul
Rudd）和伊雲祖蓮莉莉（Evangeline
Lilly）會在遊樂設施中亮相外，香港
藝人宣萱亦會飾演一個專為香港迪士
尼「蟻俠與黃蜂女：擊戰特攻！」原
創的全新Marvel角色。她就是史達科
技展神盾局科技館的總工程師林樂詩
（Leslie），是遊樂設施中不可或缺的
角色。能夠在遊樂設施中與蟻俠及黃
峰女對戲，成為Marvel的一分子，宣
萱猶如夢想成真，「開心到不得了！
興奮到不得了！榮幸到不得了！我是
Marvel的粉絲！」
能夠成為第一個香港的代表演出
Marvel 角色，宣萱直言緊張得睡不
着。宣萱在大學時修讀物質工程學，
過去卻從未飾演過工程師的角色，宣

萱說：「當一位工程師需要的不只一
個學位，自己努力完成大學課程，卻
做夢也沒想過在現實生活中可以擔綱
演出工程師的角色，過去演藝生涯也
沒有演出這類型角色的機會。今次能
擔演Leslie一角，感覺就像重拾自己
本業，而且還是與Marvel合作，簡直
是夢想成真。基於我在學時的訓練，
製作時遇到專業用詞的對白，我都可
以駕輕就熟，全情投入。」

宣萱成為首位香港Marvel角色

今晚舉行的音樂節上，來自內地、香港、台灣、日
本、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及新加入的越

南，共9個亞洲地區之參賽者、競逐「亞洲超級新星大
獎」、「最佳歌曲演繹大獎」及「最佳舞台演繹大獎」3
項殊榮。大會並設有「香港亞洲流行音樂節2019現場人
氣大獎」，由現場觀眾及各地樂迷透過手機網絡即時投
票，得票最高的參賽歌手將成為「現場人氣大獎」得主。
而軒仔、丁世光和GACKT，與9個來自不同地方、角

逐「亞洲超級新星」的參賽者，以及多位星級評判均現身
昨日的記者會，参賽者包括有Nowhere Boys（香港）、
劉莉旻 Liu Limin（內地）、鼓鼓呂思緯 #GBOYSWAG
（台灣）、Shiena Nishazawa（日本）、 張星銀Stella
Jang（韓國）、The Rube（泰國）、梁任宁Jermaine Le-
ong（新加坡）、Maria Effendi （馬來西亞）、OR-
ANGE（越南）。
軒仔將與亞洲多個地方歌手同場演出，代表香港的他坦

言有壓力，笑說：「我是西營盤代表，今次不是比賽，純
粹是音樂交流，我會盡全力演出，我本身很喜歡交流，不
論文化、音樂、飲食都會交流，但再深入交流便需要時
間。」他在後台感受到很強勁磁場，亞洲各地精英雲集，
很多事情值得去學習。

自爆有6%越南血統
軒仔發覺很多是組合形式演出，個人不算多，他笑說：
「我輸人唔輸陣，到時不僅有舞蹈員幫手充撐場面，自己

會選唱最
食糊歌曲，
包 括 難 度 版
《酷愛》，希望可
以為港爭光。」
軒仔談到工作大計，他透露

下半年會到越南考察，繼而自爆擁有
6%越南血統，他表示：「前幾年花上3千元在加拿大買
了測試血統的套裝，只要用口水測試便可，結果顯示我有
6%越南血統，不過其實好多廣東人都是安南人種，這次
我乘機去尋根一下，也不排除有機會推出越南歌，上次試
過唱《酷愛》越南版，當地人指一句都聽不明，哈哈。」
此外，Nowhere Boys代表香港出賽，他們表示心情

既興奮又榮幸，事前已積極練歌做好準備，今次也
是首度派出樂隊做代表，更加要把握機會，跟其
他不同地方作音樂上交流。

與亞洲多地歌手同場獻技張敬軒張敬軒唔輸陣唔輸陣
「「食糊食糊」」歌上陣歌上陣
張敬軒唔輸陣
「食糊」歌上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由國際唱片業協會（香港會）主辦的「香港亞洲流行音樂節」將於今晚假灣仔會展

舉行，香港代表張敬軒、內地的丁世光、日本的GACKT，以及今日到港的韓國樂隊NCT127則獲邀擔任表演

嘉賓，軒仔直言有壓力，但「輸人唔輸陣」，會選擇「食糊」歌上陣，又會有舞蹈員充撐場面，絕不可失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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