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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on Lo 表示今次是首次兩人
姜濤與
沒舞蹈員伴舞下演出，雖有排練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人
氣 組 合 MIRROR 成 員 姜 濤 、 Anson Lo
及女子組合 Super Girls 成員 Yanny 昨日出
席「蝙蝠俠 80 周年經典傳奇」活動，三人跟
現場粉絲大玩遊戲及獻唱歌曲，吸引過百粉絲撐
場。姜濤和 Anson Lo 去年參加《全民造星》比賽

覺得緊張。而兩人也喜歡蝙蝠俠，姜濤有
看過蝙蝠俠電影三部曲，最愛反派小丑
的角色，如果有超能力他最想時間停
頓：「因為朝早起身仍好疲累，但時間
卻一直在流逝，如果時間能停低就可以
多睡一會！」Anson Lo 小時候常覺蝙蝠
俠有型又富有，都好想做他，不過要超
能力，他想可以隱形：「有時落街會不
想換衫踢拖鞋，隱形就可以省去很多麻
煩！」
兩人又透露目前正籌備 MIRROR 新一
張年度大碟，也會參與《全民造星 2》再
度落場比賽，問若然再於比賽中被 out 出
局是否要離隊？Anson Lo 笑言不是離隊
是會離開比賽，不過參加的新人都會想聽

他們分享比賽的經驗，姜濤則說自己會去
幫第二季新人爭勝。問會否想 MIRROR
繼續增添新成員？兩人笑言公司有錢，多
些成員也沒問題，大家也會努力去賺錢。

Yanny遭網友爆粗責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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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組合 Super Girls 成員 Yanny（陳穎
欣）昨日出席活動，她坦言首次單飛公開
唱歌有點緊張，因過去跟幾位隊員齊齊
唱，昨日一個人實在不太習慣，幸沒像往
常般常發台瘟，不過演出前都練歌足有
50次之多。
之前在 ViuTV 剛播完的劇集《仇老爺
爺》有好迴響，而她演繹一個超級好女友
最後卻變心，在討論區上遭網友以粗口辱
罵，她苦笑劇中她同叫 Yanny ，所以感
覺像在罵她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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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與其他參賽者組成 MIRROR 出道，而他倆昨透露今
年也將參與《全民造星》第二季（下稱《全民造星 2》），
再度落場比賽，要再面臨被 out 走的壓力。

■姜丹尼爾與新加坡粉絲大合照。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限定男團 Wanna One
出身的姜丹尼爾，日前認戀女團 Twice 隊長
志效，前晚他在新加坡舉行首場亞洲巡迴粉
絲見面會，仍獲大批粉絲支持。姜丹尼爾以
勁歌熱舞回饋粉絲，並身穿粉紅色裝束與全
場粉絲大合照，似乎如他的感情生活那樣狂
冒「粉紅泡泡」，幸福甜蜜。
其實姜丹尼爾由仁川機場出發到新加坡當
日，也是他認愛後首現身，已見他全程笑意
盈盈，又不斷向旁觀者揮手，心情大好。
此外，姜丹尼爾原定完成新加坡站後，今
晚在亞博舉行香港粉絲見面會，但主辦單位
以基於目前香港社會環境上的不能預測因
素，以及藝人、工作人員及觀眾之安全為
由，宣佈姜丹尼爾港騷延期，所有已購票的
觀眾可先保留完整門票。

賴冠霖不滿粉絲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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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姜丹尼爾的前Wanna One隊友賴冠霖前
日現身機場，粉絲們看到偶像後，全部擁
上，造成賴冠霖被擠到無法動彈，混亂中他

甚至被踩甩左腳球鞋，相當狼
狽。事後他在網上發文，表示自
己左腳有以前練球的舊傷，日前
拍攝就已復發，沒想到前日又再
度被踩。
賴冠霖在微博全文：「從來都沒
有去呼籲大家接機，從來都不覺得
機場是可以追星的地方，各大機場
是公用空間，不是我的私人場所。當
然發完這篇文章後，一定還是會有人
來，你們也擁有人生自由，我懂。那
請問今天是我的鞋，下次是誰的腳？
下次又是誰的哪個身體部位呢？今天其
實非常的危險，我的左腳踝有以前初中
練球的舊傷，昨天拍攝的時候舊傷復
發，今天被踩掉的正是我的左腳球鞋，
如果今天踩傷我的左腳，明天沒法如期參
與工作的話，請問誰來負責？將心比心，
大家都是人，我不是超人。還有很多話想
說，但是我打住了，大家都是文明人，應
該懂得」。有網民亦留言勸各位理智追星。

陳柏宇首執導演筒

獅城辦首場海外見面會
姜丹尼爾粉紅 Look 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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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陳柏宇最近接受了一項新挑
戰，就是初執導演筒拍攝新歌《七折》 MV，他亦唱出坊間男
女對愛情的自愛愛情觀。
柏宇今次首度當導演操刀，他坦言心情很迷惘：「以往做演
員時，有時會不明白導演的要求，為何要這樣演？到自己執導
時，有時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但卻不知怎樣去拍或表達出來，
所以是超級迷惘！」而且要從 MV 的構思、籌備到拍攝都親力
親為也不是易事，柏宇指歌曲中講晦氣也帶點暗黑感，他特別
邀得周俊偉及蔣祖曼來演繹故事。
蔣祖曼曾跟柏宇合作過拍劇，今次他做導演，感覺他在片場
非常認真，從沒見他這般寡言，跟拍劇時經常在玩被導演鬧很
不同，所以在現場也忍不住取笑他說：「你都有今日了！」柏
宇踩進新界別，他笑言全因老闆放膽讓他嘗試，他其實都有興
趣拍有故事性的短篇故事，希望下次可以一試。

普美@Apink
普美
@Apink 生日開運動會

重新編曲經典歌
蔡琴勇於冒險

■蔡琴一連 3 天在
台北開唱。

香港文匯報訊 下月初將與初瓏以限
定組合形式襲港的 Apink 成員普美日
前迎來 26 歲生日，得到了其他五
位成員以及一眾粉絲們送上祝
福。而為了回饋歌迷們長時
間以來的支持和愛戴， 普
美日前於首爾特別安排
新華社電 以經典老歌《等着你回來》、《南屏晚
了生日粉絲見面會，與
鐘》拉開序幕，61歲的台灣知名歌手蔡琴前晚在台北
粉絲近距離接觸。普
以「新人」身份唱出「好新琴」。
美這次生日粉絲見面
當晚，蔡琴以「好新琴」為主題舉辦個人演唱會，
會有別於其他同類
帶來新製作、新編曲，通過重新編曲演唱《恰似你的溫
活動， 與眾不同地
柔》、《被遺忘的時光》等經典歌曲，並帶來新的演繹，
在室內運動場舉
呈現個人新面貌。蔡琴說，這次演唱會源於去年其受邀在
辦，更是以運動會
北京草莓音樂節開唱，面對台下平均年齡 25 歲的聽眾，她
唱起了歌手周杰倫的歌曲《告白氣球》。「沒想到收到年
輕人的掌聲。」這讓蔡琴深受鼓舞，她嘗試做一個「新」
蔡琴，「好新琴」演唱會由此而來。
邁出新的一步，讓她倍感挑戰與激動。她說，雖自己已
年過 60 歲，到了這個年紀，就更要勇於冒險，做自己
想做的事。希望全新的她用歌聲讓聽眾充滿笑容，唱出
大家的好心情。
此次演唱會分為懷舊經典、電影經典、民歌輕快經
典及文青經典等四大段，蔡琴共唱了 22 首歌曲。除
自己的經典老歌，還改編了鄧麗君等人的歌曲，
帶聽眾進入「時光機」，帶給觀眾好心
情。
出道逾 40 年的蔡琴尚無退休計劃，
她更向觀眾開玩笑說：「像我這樣
越老越有活力的人不多。」

形式進行，讓粉絲們充滿新鮮感與驚
喜，成為網上熱話。
為配合運動會主題，普美在生日粉
絲見面會期間特別換上了「啦啦隊」服
飾，配合音樂大跳韓國競技場上傳統應
援舞蹈，有板有眼，令現場氣氛瞬間升
溫。見面會當日隊長初瓏亦抽空出席，
二人與粉絲分成兩組進行「跳大繩」、
拔河、接力賽跑等項目，普美與初瓏更
毫不錫身地親自落場，互鬥運動實力。
最後普美更向每一位到場的粉絲送上仙
人掌，感謝歌迷一直以來對 Apink 的悉
心裁種，寓意希望日後繼續陪伴 Apink
成長。
■普美(中)化身
「啦啦隊」
隊員。

■宋康昊獲獎後
稱感到無比榮
幸。
美聯社

宋康昊奪
盧卡諾國際影展卓越獎
中央社電 韓國男星宋康昊日前榮獲瑞士第 72 屆盧卡諾國際影展（Festival del film Locarno）「卓越獎」，是第一位奪得這項榮耀的亞洲演員。
據韓國聯合新聞通訊社指出，宋康昊發表得獎感言提到，能在歷史悠久
的盧卡諾國際影展獲獎感到無比榮幸，希望向此時此刻仍在默默奮鬥的全
球藝術家傳遞希望和勇氣。宋康昊表示，這份榮耀歸屬於導演奉俊昊，同
時也表達對李滄東、朴贊郁、金知雲等導演的尊敬和感激。受邀出席頒獎
典禮的奉俊昊也表示，沒有宋康昊，就不可能有二人合作的4部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