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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生於舞台、非常喜歡表演的Joey，今次兌現
了她的承諾，「我們做到不止值回票價更會以

倍數急劇上升，演唱會，我的舞台是做到你哋看得過
癮感覺瘋狂，這個舞台上所有的一切來得更加得來不
易，我們每一個全體人員為這個演唱會付出每一滴汗
水絲毫沒有怠慢的，我感覺到大家都很興奮。」
據經理人霍汶希（Mani）表示，今次演唱會幕後

班底也是國際級的人員，唱片公司重金找來英國著
名藝術家Es Devlin任舞台設計師。這位Es Devlin
大有來頭，很多國際巨星的舞台都是由她打造的，
包括Beyoncé 、Rihanna、Lady Gaga等國際巨星
設計舞台，都是由她打造的，還有近年相當受歡迎
的Adele。相信說到這裡，大家也能大抵想像到這位
舞台設計師來頭有多大，而Joey亦是她首次為亞洲
女歌手作舞台概念創作的人。Mani說：「這次製作
相信在香港來說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大製作，我們在
早兩星期都在內地搭了一個舞台作測試。其實這個
國際級的藝術家是第一次幫亞洲區藝人去製作舞
台，所以祖兒也覺得今次很榮幸。」

創作意念包含五大要素
Es Devlin一向的創作意念，離不開五大要素：空

間、光、暗、比例、時間。她不時會為舞台再加
上一個形狀不一的「空間」，就像舞台上
再伸延出另一個舞台。以Joey

今次演唱會為例，Joey從一個看似地球的大型圓球體
當中現身。這個圓球體其實是由一層層大小不一的圓
環組成，以鋼絲根據電腦排序升降來造出不同的形
狀。
當Joey唱出《空港》時，大家會看到這個圓球會

慢慢分裂成一半，唱出《心之科學》時，圓球又會重
組成漏斗狀。Es Devlin不時會為舞台再加上一個形
狀不一的「空間」，就像舞台上再伸延出另一個舞
台。而這個空間當中，她亦會刻意調節光暗變化，她
認為舞台的光如果只是由頂上射下來，那只能稱作照
明，而黑暗有種敘事的力量，由黑變光的過程，就像
等待被賦予生命一般。同時，Es Devlin設計下的舞
台，不少也會把表演者放到高處，令他們處於崇高的
位置，令全場歌迷都見到Joey。
而最後是時間，就如今次的圓球設計般，它是
充滿着變化，隨着不同時間點變換着不同形
態，感受作品當中的生命力。連打氣的
熒光棒都高科技及環保，熒光棒繫
在座位上不可取走，熒光
棒既可以不時自動轉
顏色，又可循
環再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
容祖兒（Joey）因頭場遇上舞台機
件嚴重故障，未能做出一個完美
水準演唱會給歌迷欣賞，前晚原
定的休息場決定作為補場，免費
請觀眾睇多次，結果近乎全場觀
眾再度重來，終能見證到Joey這
次非同凡響演出，和設計精緻的
舞台效果。當晚更臨時拉伕請來
捧場客張信哲做嘉賓，掀起高
潮！
到場睇騷的有楊受成夫婦、張
家輝、張信哲，雖然個唱已進入
第八場，Joey狀態愈戰愈勇，全晚
毫不留力又唱又跳，當她出場時
見到九成九觀眾沒有放棄重睇機
會，即感動得眼有淚光。
這晚因是特別場，所以沒有準
備表演嘉賓，Joey便即興找嘉賓上
台，她笑說： 「第一晚嘉賓係張
學友，大家都記得啦，唔係以為
今（前）晚都係佢呀？歌神呀，
點會連續兩次來同你哋玩？你哋
係咪傻㗎？張學友就冇啦，我睇

下先，張學友個細佬就喺到，就
是張家輝！」全場起哄大叫「家
輝」上台，家輝亦大方揭起cap帽
跟大家打招呼，Joey笑稱：「講唱
歌未必係佢強項，唔好搞佢，不
如我哋把視線再移兩個位，有另
一個姓張，張信哲先生！ 阿哲多
年前同我做過音樂會，合作做過
《我是歌手》，我同張信哲好有
緣分！ 佢好耐無喺香港演出，大
家不如試下用誠意打動張信哲先
生啦！」張信哲在歌迷高呼下，
盛情難卻便步上舞台。
阿哲上台後，尷尷尬尬道：「哎
吔，我沒有要來當嘉賓！我是來幫
你加油啊！你的演唱會導演也是我
的巡唱導演！我來幫你們打氣，我
被嚇倒啦。」祖兒望住一身粉紅色
西裝打扮的阿哲說，「沒關係啦，
你整個人都好 ready，整個粉紅
色，大家說帥不帥？」觀眾都回
話：「帥！」，阿哲笑道，「帥我
承認啦！但是沒準備啦。」Joey即
說：「你的首本名曲，我們每個人
也想聽。」繼而琴聲響起，兩人合
唱《愛如潮水》，贏得觀眾如雷掌
聲。
唱完一首之後，祖兒不肯讓阿哲

走，接着，兩人再跟全場觀眾大合
唱《習慣失戀》。唱足近三小時的
Joey，在歌迷不捨下順利結束。

在酷炫舞台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容祖兒

（Joey）《PRETTY CRAZY》紅館演唱會

進行得如火如荼，已完成了8場，不少觀

眾歌迷及嘉賓看過後都大讚Joey狀態大

勇，唱、跳、為個唱特別練的演出非常出

色。另一令人讚歎的是演唱會的製作非常

落本和舞台效果非常棒，舞台設計機關非

常厲害，令觀眾有豐富視覺享受和與Joey

之間有親切的互動效果。原來英皇娛樂今

次特別重金禮聘曾幫 Lady Gaga、Be-

yoncé手的英國著名藝術家Es Devlin任舞

台設計師，天價打造舞台，極配Joey的天

后身價。Es Devlin善於將空間、光、暗、

比例、時間融入舞台，又透過「空間」上

的舞台，再伸延出另一個舞台，令Joey可

以跟歌迷接觸。

臨時拉伕做嘉賓
張信哲話被嚇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
關智斌（Kenny）、顏卓靈、白只
及陳友等昨日出席電影《任性的
你》開鏡，Kenny一直忙於拍戲及
綵排演唱會，每日練習五、六個
項目，結果日前身體負荷不了險
些暈倒家中。Kenny自爆自己身體
的承受力沒想像中那麼高，日前
做完運動在家感到有點暈眩又胃
痛，便服用了胃藥後回房休息，
怎料睡醒卻站不穩，由同事送他
到醫院，醫生指他是血糖及血壓
過低，打了支退燒針不用留醫便
回家休息，他也立刻去買了杯熱

朱古力來飲。
Kenny直言是自己為求身形更fit

出事，他將所有糖分戒掉以致缺
糖，後來容祖兒都傳短訊慰問
他，並說她第一次開演唱會時都
試過這樣，提醒他要健健康康、
開心精靈地踏上舞台。
提到演唱會昨日公開售票即售

罄，Kenny開心地表示：「都受寵
若驚，但我大概都估到，因為今次
沒內部認購，所以我跟同事一齊撳
飛，可惜全公司只撳得十幾張，我
家人和朋友要300張飛，現只好叫
公司想方法幫我解決！」他也坦言

這兩個月是他人生中遇到最大壓
力，因為這麼戲劇性去開演唱會，
加上電影《任性的你》又是為他度
身訂做，所以要好好分配時間去做
好這兩件重要事情。
談及舊拍檔張致恆（Steven）的

近況，Kenny表示自己近來都忙，
所以也少了聯絡，會否叫對方來
看演唱會？他指要看對方的心
情。Kenny指 Steven有跟他提及
過下月婚事，但還是留給Steven
公佈。問他會否出席其婚禮，他
指做兄弟的會盡量配合，但暫時
未想到送什麼禮物。

忙拍戲兼綵排演唱會
關智斌體力不支入院

■■首幕首幕，，祖兒從一祖兒從一
個好似地球的大型個好似地球的大型
圓球體當中現身圓球體當中現身。。

◀◀祖兒臨時請來捧場客張信哲做嘉祖兒臨時請來捧場客張信哲做嘉
賓賓。。

■■祖兒亦能與祖兒亦能與「「山頂山頂」」歌迷近距離接觸歌迷近距離接觸。。

■■演唱會製作非常落演唱會製作非常落
本本 ，， 讓 祖 兒 站 在讓 祖 兒 站 在
「「360360」」 中 升 上 半中 升 上 半
空空，，沿着軌道跟歌迷沿着軌道跟歌迷
一齊合唱一齊合唱。。

■■圓球體由一層層大小不一的圓環組成。

▲▼▲▼舞台上升起巨型鋼架製造出這幕扣人心弦的
「凌空人肉牆」。

■關智斌與顏卓靈有感情
戲。

■■舞台效果非常出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
《2019香港小姐競選》將於9月8
日假將軍澳電視城舉行，大會昨日
舉行《決賽佳麗誕生》記者會，選
出十強佳麗，當中包括大熱佳麗黃
嘉雯、蔡嘉欣、王菲等均順利入
圍，而「章子怡師妹」姚羽嘉及
「馮盈盈師姐」楊慧敏則未能入
圍。
十五位候選佳麗經過一個多月來

的連串訓練，昨日逐一演繹自選才
藝及接受考核，當中有Rap、古典
舞、爵士舞、畫畫、街舞、彈鋼
琴、唱歌及魔術等表演。
經過一輪表演後，大會選出十強

佳麗，並即場進行號碼抽籤，包括
(1)黃嘉雯、(2)蔡嘉欣、(3)梁敏巧、

(4)姚㦤芠、(5)王菲、(6)陳熙蕊、(7)
楊詠彤、(8)古佩玲、(9)廖倬竩及(10)
謝采芝。至於姚羽嘉、楊慧敏、江
雨婷、吳玥彤及黃詠柔齊齊被淘
汰。在公佈十強佳麗名單前，大會
又加插十五位佳麗即場互相投票，
選出一位最高票數的佳麗晉身十
強，雖然與姚羽嘉票數相同，但王
菲連同big big fun觀眾投票結果及
「香港小姐評委會」的評分，成功
擊敗姚羽嘉晉身十強。
問到為何蔡嘉欣身上有紋身仍能

入圍？非戲劇經理陳旭亮表示從未
聽公司有指示有紋身不能參選，而
對方的紋身不是在顯眼地方，着泳
衣可以遮到，圖案又是可接受，紋
身化妝後都唔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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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有豐富的視覺享受。■■老闆楊受成給予鼓勵。

■大會昨日選出
十強佳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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