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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始源跟
粉絲揮手。

2019年5月2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李慶全
李慶全）
） 韓星
崔始源昨日專程從韓國來港出席護膚品牌
活動，
活動
，吸引過千粉絲圍觀
吸引過千粉絲圍觀，
，將商場迫爆
將商場迫爆。
。崔始
源近日忙於拍攝新劇《
源近日忙於拍攝新劇
《 各位國民
各位國民》，
》，劇中他與女
劇中他與女
主角感情戲發展迅速，
主角感情戲發展迅速
，現實中他坦言工作很重要
現實中他坦言工作很重要，
，
不過戀愛同樣重要，
不過戀愛同樣重要
，希望能夠找到另一半
希望能夠找到另一半。
。

來港公然向粉絲「抄牌
抄牌」
」

崔始源渴望
崔始源
渴望
崔始源一現身，現場粉絲尖叫大喊偶像
名字，崔始源也表現親民，笑容滿面

地跟粉絲打招呼，更以廣東話說：「Hi ，
好耐無見，我係崔始源，有無掛住我，我
好掛住你哋！」之後他又開玩笑向粉絲
「抄牌」問大家今晚是否有空，可以留低
電話號碼，說罷他自己都忍不住笑，然後
再用普通話說：「所以，想說心心！」他
就做出心心手勢送給粉絲！
於活動上，司儀問平日工作忙碌，他是
如何放鬆自己？崔始源表示工作很重要，
但人生要開心地度過，所以想做什麼便做
什麼，當然是要做對的事情。而整個活動
舉行了十分鐘便結束，崔始源在完結前仍
行了半個圈，跟現場粉絲揮手道別。
崔始源接受訪問時透露，今晚他便要

飛回韓國繼續拍攝新劇《各位國民》，
今次於劇中他扮演騙子，要以不同職業
的身份出現，亦因角色關係，他可以接
觸及認識到不同職業。

望SJ盡快齊人出新碟
談到新劇播出第二集，他已跟女主角
有接吻戲，問到他的感受，他笑言很多
觀眾也都想知，想不到大家對這個鏡頭
那麼感興趣。談及在新劇中，他認識女
仔後拍拖不久即閃婚，現實中他又會否
閃婚？ 崔始源笑答：「劇集中進度很
快，但現實生活並不容易做到，心想跟
去做的事情是不同的！」現在會否也想
拍拖？他坦言工作很重要，不過戀愛同
樣很重要，能夠找到一個伴侶一起去走

事業
愛情

人生美
麗 的 道
路，他當然
是希望的。另他已
很久沒來港拍電影，他
表示電影安排方面要問公司才清楚。
提到同是 Super Junior（SJ）成員圭賢
退伍在即，會否去迎接對方？崔始源沒
作正面回答，只透露 Super Junior 已
有好一段時間沒出大碟， 希望齊
人後盡快推出新唱片。再問會
否齊人來港開演唱會？他
表 示 Super Junior 再 開
騷 會 是 super show
8，香港會是其中
一站。

■崔始源表示
工作很重要，但
也要放鬆自
己。

■崔始源專程
從韓國來港出
席活動。
席活動
。

邀阮德鏘父子同台演出
尹飛燕開演唱會

笑言不再有
「眼淚放題」

劉美君望做硬朗導師
劉美君
望做硬朗導師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文釗
吳文釗）
）去年 ViuTV 選秀
節目《全民造星
節目《
全民造星》
》大受歡迎並成功捧紅有姜濤等
12 人的男子組合 MIRROR
MIRROR，
， 今年大會再度舉辦
《全民造星 II
II》，
》，並於昨日舉行大型面試活動
並於昨日舉行大型面試活動，
，由
去 年 的 導 師 劉 美 君 、 Eric Kwok 等 做 評 判 ， 而
MIRROR 也客串擔任評判
也客串擔任評判，
，除分享參選心得更現
場唱歌跳舞助興。
場唱歌跳舞助興
。
獲大批粉絲到場支持的 MIRROR 以勁歌熱舞為
活動熱身，
活動熱身
， 隊長 Lokman 分享心得表示信心很重
要，無論表演和說話都要有準備
無論表演和說話都要有準備，
，自信心愈大
自信心愈大，
，留
給評判的印象就會愈深。
給評判的印象就會愈深
。去年做導師時經常喊的劉
美君，
美君
，笑稱今年不再有
笑稱今年不再有「
「眼淚放題
眼淚放題」，
」，更會收起面
更會收起面
部表情，
部表情
，做一個很硬朗的導師
做一個很硬朗的導師。
。

Ian想同新人切磋
Ian
想同新人切磋
面試參賽者大都以表演跳舞唱歌為主，節目監製
面試參賽者大都以表演跳舞唱歌為主，
花姐透露節目會加入新元素，
花姐透露節目會加入新元素
，也有一個新獎項
也有一個新獎項，
，人
數方面同樣跟去年一樣選出 99 位，6 月底會進行首
輪選拔，
輪選拔
，預計節目到 9 月正式推出
月正式推出，
，12 月選出得勝
者。至於勝出獎金是否跟去年一樣有 100 萬港元
萬港元，
，
花姐表示會跟上年有不同，
花姐表示會跟上年有不同
，因為模式也有不同了
因為模式也有不同了，
，
但因為是真人騷節目不能提早透露，
但因為是真人騷節目不能提早透露
，希望從拍攝過
程中看到獎金、
程中看到獎金
、獎品對參賽者的心理影響
獎品對參賽者的心理影響。
。
繼續擔任導師的劉美君表示會用另一種手法面對
參賽者，她說
參賽者，
她說：「
：「去年自己很着緊一班參賽者
去年自己很着緊一班參賽者，
，樣

雙贏

■MIRROR
MIRROR客串擔任評判
客串擔任評判。
。
樣都主動找他們去處理，
樣都主動找他們去處理
，覺得會令他們不懂得成
長，現在愈來愈少個性鮮明和突出的藝人
現在愈來愈少個性鮮明和突出的藝人，
，所以今
次訓練要他們識得自己去爭取，
次訓練要他們識得自己去爭取
，誰主動來找我就教
誰，自己的工作量也較輕
自己的工作量也較輕。」
。」去年
去年《
《全民造星
全民造星》
》三
甲姜濤、
甲姜濤
、Lokman 和 Ian 表示有新人加入會感到壓
力，姜濤說
姜濤說：「
：「壓力一定有
壓力一定有，
，但也是一個良性循
環，迫使我們繼續進步
迫使我們繼續進步。」
。」
Lokman 稱壓力不是來自有沒有新人
稱壓力不是來自有沒有新人，
，反而是他
們要去進步和增值自己，
們要去進步和增值自己
，拉遠與新人的距離
拉遠與新人的距離。
。Ian
表示壓力也是一種推動力，
表示壓力也是一種推動力
，希望將來有機會與新人
一起切磋。
一起切磋
。

■尹飛燕將與
兒子阮德鏘、前
夫阮兆輝同台演
出。

■劉美君再次
擔任導師。
擔任導師
。

■劉美君
劉美君、
、Eric Kwok等人做評判
Kwok 等人做評判。
。

二胡家與視障鋼琴家
共譜傷健共融樂章
香港文匯報訊 早前王憓《心路
隨想音樂會》特別邀請視障鋼琴家
李軒和李昇兩兄弟及鞏姿希參與演
出，李軒、李昇雖然患有嚴重視力
障礙，但並無阻礙對音樂藝術的追
求。希望以這次音樂會鼓勵所有年
輕人，如有夢想就要努力去追夢，
夢想就一定可以達到！
今次透過兩位演繹王憓的作品「心
路隨想曲」，王憓演繹「天問」，以
二胡和鋼琴譜出傷健共融樂章！一直
以來王憓的二胡演奏為大家帶來充滿
本土特色的音樂，也帶出了濃厚的大
都會情懷，從古典跳到現代，充滿着

■「心路隨想
音樂會」演奏家王
憓、李軒、李昇、
鞏姿希。

情與愛，來欣賞的觀眾認
為，今次與鋼琴協奏，更具
味道。
王憓表示今次更與香港盲人
輔導會合作，部分收入將撥捐
香港盲人輔導會。讓視障人
士的技能受肯定，也為他們
籌款，為社會出一分力，創
造更好的明天！王憓忙於演
出，與父親王國潼於本月 19
日下午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亦
有一個隨心而不平凡的音樂會
「歲月迴響—王國潼、王憓、香港
國際創價學會交流音樂會」。

■朱凱婷
偕同老公
及七歲的
女兒出席
活動。

朱凱婷想帶女兒慈善探訪

■大會安排了
逾30位參加者
進行面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入行 55 年的
尹飛燕宣佈今年 6 月舉行《尹飛燕．吾舌唱吾
心》演唱會，屆時與兒子阮德鏘、前夫阮兆輝
等人獻唱多年經典粵曲，阮德鏘坦言他們三人
已很久沒同台演出，更因工作關係常與爸爸輝
哥打對台。
三人早前到新加坡開演唱會，阮德鏘帶女兒
順道與當地樂迷見面，今次也算完成心願在港
開騷，說：「原本想將新加坡的演出流程搬回
香港，但知道不少新加坡戲迷都會來看，就要
安排一些新曲目。」尹飛燕透露屆時主力獻唱
曾收錄進唱片的歌曲，現階段會做自己喜歡做
的事，笑稱戲迷的喜好不易捉摸，以為大受歡
迎的曲目反應普通，她不覺突出的曲目反而受
大家喜愛。
難得三人同台演出，輝哥稱也要互相夾時間
綵排，因為平時甚少會一起操曲，阮德鏘笑
道：「平時我和爸爸見面像間諜一樣交換情
報，大家度定那個日子有空，茶都未飲完就
走。」尹飛燕笑指輝哥貴為大紅人，每天由朝
早工作至夜晚，即使住在隔座大廈也不易聯
絡，每次找對方都要經阮德鏘去找。尹飛燕稱
希望演唱會能帶給大家開心，除了有輝哥兩父
子幫忙外，也有徒弟和旅遊夥伴全力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朱凱
婷（Heidi）昨日偕同丈夫及七歲的女
兒一起出席基督教勵行會《家家有
愛》活動，Heidi 表示趁假期便偕同
女兒出席，加上這次又是慈善活動，
很有意義，可讓女兒感染慈善氣氛。
Heidi 本身是慧妍雅集成員，她謂
有時出一分力都可以幫助別人，所
以今次女兒亦有親 手 設 計 了 一 個
「家」出一分力。此外，她打算
待女兒八歲就帶她去慈善探訪：
「會揀啲唔太艱苦嘅探訪，因為
覺 得 佢 太 幸 福 喇 ！ 我 以 前 都有做
過探訪，真係可以洗滌心靈，去完
返來兩個月唔 Shopping，當然之後
回復城市人習慣，但都有警醒作
用。」Heidi 指女兒現正就讀國際學
校一年級，功課不算多，而她亦不
是「怪獸家長」，女兒的興趣班都
是她自己選擇的：「四歲就畀佢哋
試唔同嘅嘢，阿女學緊芭蕾舞、鋼
琴、豎琴同花式溜冰，係佢自己鍾
意嘅，唔使催促佢都會自己起身學。
會唔會送個女去外地升學就未諗，但
經常會帶她去旅行，見識多啲，再畀
佢自己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