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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崎步去年
秘密產子秘密產子

經手人疑為「小鮮肉」舞蹈員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韓國
男子人氣樂隊男子人氣樂隊N.FlyingN.Flying由由
李承協李承協、、車勳車勳、、金宰鉉金宰鉉、、柳柳
會勝組成會勝組成，，甫一出道便成甫一出道便成
KpopKpop界焦點界焦點。。樂隊早前於澳門樂隊早前於澳門
百老匯舞台舉行百老匯舞台舉行《《20192019 N.FlyingN.Flying
LIVE 'UP ALL NIGHT' IN MALIVE 'UP ALL NIGHT' IN MA--
CAUCAU》，》，與粉絲們度過溫暖一晚與粉絲們度過溫暖一晚。。
兩小時多的演唱會中樂隊獻唱超過兩小時多的演唱會中樂隊獻唱超過

2020首歌曲首歌曲，，成員們又彈又唱成員們又彈又唱，，非常落非常落
力力。。他們以今次演唱會他們以今次演唱會 TourTour 同名作同名作

《《UP ALL NIGHTUP ALL NIGHT》》揭開序幕揭開序幕，，N.FiaN.Fia
（（N.FlyingN.Flying粉絲粉絲））隨即站起打氣隨即站起打氣，，大力揮大力揮
動手燈應援動手燈應援。。再唱再唱《《R U ReadyR U Ready？》？》和和
《《PreviewPreview》》之後之後，，樂隊成員各自介紹自樂隊成員各自介紹自
己己，，更向大家說更向大家說：「：「Nice to see UNice to see U
againagain」 ，」，哄得全場哄得全場 N.FansN.Fans 尖 叫尖叫。。除除
《《LovefoolLovefool》》等專輯主打作等專輯主打作，，N.FlyingN.Flying特別特別
以中文獻唱以中文獻唱BeyondBeyond名曲名曲《《真的愛你真的愛你》，》，令令
全場樂迷熱烈歡呼全場樂迷熱烈歡呼。。樂隊更大唱未正式推樂隊更大唱未正式推
出的作品出的作品《《StarlightStarlight》，》，以及兩首最新專以及兩首最新專
輯輯《《YAHOYAHO》》內的新歌內的新歌，，可謂是給港澳樂可謂是給港澳樂

迷的特別禮物迷的特別禮物。。
在安可環節在安可環節，，N.FlyingN.Flying 先唱先唱

《《Say GoodbyeSay Goodbye》》以及以及《《Hot PoHot Po--
tatotato》，》，為迎接為迎接20202020年年，，最後又送最後又送
上上《《Don't Forget ThisDon't Forget This》，》，為澳門演為澳門演
出畫上圓滿句號出畫上圓滿句號。。

人氣樂隊N.Flying澳門開騷
驚喜演繹Beyond《真的愛你》

香港文匯報訊 電影《葉問》系列票房每集都有突
破，來到系列終章《葉問4：完結篇》，在整個香港
消費市場蕭條情況下，每日仍保持最高入座率，上
映13天破2,400萬票房。本片在東南亞多個地區蟬
聯聖誕檔期票房冠軍，截至12月30日，台灣票
房已達1.1億元台幣，新加坡榮登十大亞洲票房
之首，馬來西亞則已過2,7000萬元馬幣，勢
必打破《葉問3》3,000萬元的紀錄再奪馬來
西亞電影史上最高票房華語片。
《葉問4：完結篇》電影亦於聖誕在北
美區上映，爛番茄新鮮度高達90分。除
「葉問以一種熱血方式進行了告
別」、「光是看甄子丹的動作戲就讓
人興奮不已」等觀眾好評，亦得專
業人士賞識，以執導《忘形水》獲
第90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和
最佳導演的Guillermo Del To-
ro，在社交平台轉發《葉問
4：完結篇》好評並留言：
「甄子丹可以24小時，

連看7日。」
導演葉偉信非常開心，說：「感謝台前幕後、製作

團隊的努力，好開心得到各地觀眾支持，希望更多觀
眾繼續入場去感受戲中兩個重要訊息：親人家庭的重
要，以及只要有自信，去到邊都一樣。」男主角甄子
丹則同樣多謝觀眾，並祝大家新年快樂。

香港文匯報訊 馮素波與妹夫余子明、妹
妹馮素雲夫婦以及早已退下舞台之實力派歌
手麥韻、何佩君合作演出「創藝文化動力」
主辦之「素仰大明演唱會2019」，於2019
年12月30日假香港大會堂音樂廳順利舉
行。波姐以前是職業歌手，歌藝極佳，她甚
少與親人合作，當晚全場滿座，觀眾重聽大
半世紀名曲，皆回味不已。
波姐很開心能與妹夫、妹妹同台，她

說：「很多親人來支持，兒媳買登台服裝給
我又為我整妝，弟妹子侄全在後台猶如家庭
聚會，很開心。」波姐笑言以前她和余子明
在無綫工作，因常合作曾被人誤會是情侶，
及後才知余子明是她妹夫。余子明於1968
年参加「全港業餘歌唱大賽」獲冠軍後加入

歌壇工作，之後進入電視界。「如今已過
70歲，仍站在台上唱歌，我好開心。」
波姐在電視界工作多年，人緣甚佳，
今次開演唱會她的「愛兒」鄭世豪及
「乖孫」陳少邦買票支持，更上台為
她打氣；因拍《神雕俠侶》結緣的古
天樂，每逢波姐開演唱會皆買票支
持，今次也購買數百張門票送贈長
者。「還有『李錦記愛心基金』、
前『黃大仙樂善堂』梁紹安主席，
鄭樹峰、尹飛燕、余慕蓮、揚鳴粵
劇團班主鄭綺蓮，文武生劉惠鳴等
人，不止自己來，更呼籲朋友戲迷
支持，非常感謝他們，惟有努力唱
好歌，衷心說句『多謝』！」

濱崎步貴為日本平成年
代最具代表性的歌姬

之首，但情感路上絕不平
坦，先後兩次離婚，正當大家
擔心她情歸何處時，她卻公開
表示：「我已在去年底生下小
天使，正式成為一位母親。很
多時候，我對於無法平衡自
己想要的生活而感到失
望，不過，我很高興能以
照顧孩子作為我未來生
活重點之一。」
濱崎步產子保密功

夫十分到家，去年她一
直都有工作在身，不時公開亮
相，但是沒有看到她有明顯懷孕
特徵，只是多次出現臃腫身形，
有人事後認為可能同懷孕有關，
只是靠服裝搭配遮住凸出的孕
肚，亦有人猜測她只是找代母

生孩子。
有傳聞指濱崎步生的是男孩，而孩

子爸爸是比她年輕的圈外人，現階段
他們未結婚，未來也沒有結婚打算。
所以最靠譜的推測，孩子爸爸好大機
會是同濱崎步傳緋聞的舞蹈員荒木駿
平，「小鮮肉」跟濱崎步年紀相差20
年。兩人曾爆出緋聞，亦曾攜手遊夏
威夷，外界隨即有人嘲笑兩人搞母子
戀，但濱崎步沒有回應。

經歷兩段失敗婚姻
濱崎步先後經歷了兩段失敗婚姻，

她於2011年元旦宣佈與演出《Virgin
Road》MV的奧地利模特兒Manuel
Schwarz註冊結婚，當時她於Twitter
說道：「我還是我，不會有任何改
變」，顯示她不會退出演藝圈。不
過，翌年1月她就宣佈離婚。據悉，主
要原因是二人初期協議婚後會在美國

生活，但日本大地震後，濱崎步萌生
不願離開日本的意念，最終決定分道
揚鑣。
2013年12月13日她宣佈再婚，與25
歲美籍讀醫的男友 Tyson Bodkin 結
婚，可惜婚姻只能維持三年。 2016年
9月11日，濱崎步透過歌迷網站宣佈，
跟結婚三年的Tyson 「各走各路」，
最終離婚收場。
濱崎步於 1993 年以單曲《poker

face》邁入歌壇以來，基本上所有歌曲
的填詞都是由自己獨力完成，極具個人
風格的歌詞是她的作品最顯著的特色之
一，她對日本流行音樂具有重大的影
響，其中一個主因在於她成功以自己創
作的曲詞，以及具有「革新性的音
樂」，影響了日本樂壇的音樂趨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2019年度叱咤
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前晚
以另類形式頒出43個獎項，
多年沒有現身音樂頒獎禮的鄭
秀文則憑《我們都是這樣長大》
勇奪「至尊歌曲」大獎，而人氣
「新人王」姜濤則奪「生力軍銅
獎」，若以唱片公司而言，寰亞唱片
捧走九個獎項，成績甚佳。
寰亞旗下 Sammi 獲「至尊歌曲」大
獎外，還有鄧小巧亦獲得女歌手銀獎、唱
作歌手陳健安（On仔）獲唱作人金獎、歌
曲《一吻穿越四十六億歲》名列叱咤十大第
9位，「寰亞孻女」黃淑蔓（Feanna）首張專
輯主打歌《Dream My Dreams》更榮登叱咤十
大第 4位，樂隊 Nowhere Boys 亦勇奪組合銀
獎、歌曲《致旅途中的我》獲叱咤十大第3位，釗
鋒的《28天》獲叱咤十大第8位，實在可喜可賀。

On仔奪唱作人金獎
其中On仔首次推出個人專輯即勇奪唱作人金獎，心情
最為激動，更忍不住掉下男兒淚，他哭着說：「我講唔到
嘢！我一直覺得自己係嗰啲攞亞軍嘅人，但今次我攞 A，好
似發緊夢，感覺好正。要好多謝幾位好兄弟，記得單飛後有晚
一齊飲嘢，有個兄弟搭住我膊頭話，你寫啲歌得㗎，你一定要
上台呀，當時我答唔到佢，家我可以喺呢度多謝佢。特別要多
謝歌迷，大家一陣可以傳送你哋嘅尖叫聲畀我。」
之前一直很冷靜的Feanna接過獎項時，眼淚馬上如泉湧，她哭
着說：「我冇諗過可以有歌入到十大，2019 年我有好多改變，情緒
起伏好大，但音樂又再一次拯救咗我，好多謝歌迷、家人朋友一直認
同我音樂路上嘅堅持，我得咗啦媽咪！我哋2020繼續加油！」
從未想過自己得到女歌手銀獎的小巧領獎時哭成淚人，更被公司同事取

笑做銀妹，她笑說：
「我真係好開心好開心！
我準備飛去一個小島尋找自
己，學習瑜伽，然後計劃今
年嘅工作！」首次連奪兩獎的
Nowhere Boys，主音Van亦難
掩激動忍着淚答謝大家。
此外，姜濤對於自己得獎大感

意外，他說：「因為本身冇諗過自
己會攞獎，過去對於攞獎更加係無概
念，所以當真正得獎嘅一刻，先發現
每個獎項對於歌手嚟講都係好大嘅動
力，今次能得到生力軍銅獎係十分激勵鬥
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芬）41歲日本天后濱

崎步昨日突然透過個人官方歌迷會網站，自爆已在

去年底升格為人母，不過就未有透露孩子爸爸的身

份，甚至孩子性別也未透露，有消息指是男孩。

《葉問4》揚威國際
奧斯卡導演稱百看不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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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素波余子明演唱會
古天樂購飛數百張支持

■■濱崎步與第二任
丈夫已離異。

資料圖片

■■濱崎步與荒木駿平
曾傳出母子戀。

網絡圖片

■■甄子丹打得又演
得，深得影迷愛

戴。

■■陳健安陳健安（（左左））奪奪
獎感動到喊獎感動到喊。。

■■陳健安陳健安（（左左））與與
鄧小巧開心獲獎鄧小巧開心獲獎。。

■■古天樂古天樂((中中))及李若彤及李若彤((右右))支持波姐支持波姐。。
■■半世紀的好拍檔半世紀的好拍檔((左起左起))麥韻麥韻、、馮素波馮素波、、
何佩君何佩君、、余子明余子明、、馮素雲來張合照馮素雲來張合照。。 ■■ N.FlyingN.Flying大受粉絲歡迎大受粉絲歡迎。。

■■韓國人氣男團韓國人氣男團N.FlyingN.Flying於濠江獻技於濠江獻技。。

■■Guillermo Del ToroGuillermo Del Toro在社交在社交
平台轉發平台轉發《《葉問葉問44：：完結篇完結篇》》
好評並留言好評並留言：「：「甄子丹可以甄子丹可以
2424小時小時，，連看連看77日日。」。」

■■ 濱崎步表示照顧濱崎步表示照顧
BBBB將是她未來重要將是她未來重要
事情之一事情之一。。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濱崎步榮升母濱崎步榮升母
親親，，但沒有退出娛樂但沒有退出娛樂
圈的打算圈的打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