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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容祖兒相隔 5 年，早前推出全新廣東話專輯《薛丁格的貓 Schrodinger's Cat》，她為了答謝歌迷支持，前晚特地舉行網上新碟首唱會，首唱會上祖兒除了唱盡碟內全部歌
曲，場景燈光道具布置等亦不惜工本，樂隊編排一絲不苟，一小時的首唱會換了 4 個造型，誠意十足。

對
「網上新碟首唱會」
一絲不苟

祖兒感觸過後
孖 阿Sa開after party

● 首唱會場景燈光道
具布置不惜工本。
具布置不惜工本
。

祖兒表示這個首唱會可以滿足及達成她的心願，「由
2018 年開始做呢張唱片，其實好多首歌都係我當時

心裏面想講嘅嘢。」儘管網上世界大行其道，祖兒仍然十
分珍惜可以推出實體唱片的機會：「所以喺今次呢張唱片
裏面每一首歌都記載咗很多我自己心裏面想講嘅嘢，如果
你叫我去講好多大條道理，其實真係唔係好識，好多時候
都係憑直覺諗到就做，所以我會比較鍾意唱歌，因為唱歌
可以抒發我嘅感覺，比較自在。」
她又特別提到《明天見》是2018年為當時一位剛過世的
化妝師好友而創作，但因為疫情關係，唱歌的對象已變成
很多個，「因為疫情嘅關係，好多時候都要分隔兩地，同
我嘅屋企人、好朋友或者同一啲關係好好嘅同事、我嘅歌
迷，都未必能夠好似以前咁成日可以見面，但係我好相信
我哋好快可以明天見，亦都好希望再見面嘅時候，我哋可
以更好。」

綵排一度邊唱邊哭
首唱會最後除了播出祖兒跟歌迷的互動，更有她為這場
首唱會綵排《明天見》的片段，只見她邊唱邊哭，場面感
動。
首唱會完結後，祖兒繼續大派福利來一個
「after party」，隨即在社交平台開直
播，更有好姐妹蔡卓妍（阿 Sa）
任客席主持，不過因為沒有
化妝，所以只好「見
聲唔見樣」留在

幕後。雖然身處幕後，只見阿 Sa 不時為祖兒整理
頭髮，又十分留意她上鏡的角度及位置，儼
如一位直播的導演，十分稱職。直播期
間，只見祖兒臉紅紅，有網民即問：
「你飲咗酒？」祖兒直言因為開心而淺
嚐了點：「因為其實呢個演出想做好
耐，隻碟又做咗好耐，所以可以做
到個show畀大家聽，好開心!」祖兒
又透露錄影首唱會當日天氣十分寒
冷，錄影時間更由下午到凌晨十多
個小時，認真辛苦。網民又問到鍾
欣潼（阿嬌）在哪裏？阿Sa表示阿
嬌因太累，已經返了屋企。最
後祖兒和阿 Sa 齊齊合
唱《東京人壽》
為直播作
● 阿 Sa 亦有
結。
亮相直播支持
祖兒。
祖兒
。

《長津湖》登頂中國影史票房榜
《戰狼2》發圖祝賀

綜合中新社報
道 根據燈塔專業版數
據，前日下午，抗美援朝題
材戰爭電影《長津湖》票房（含
預 售 ） 已 達 56.94 億 元 （ 人 民 幣 ， 下
同），超過 2017 年上映的《戰狼 2》（56.80
億元）摘得中國影史票房榜冠軍，同時成
為全球影史戰爭題材票房冠軍、全球
華語電影票房冠軍，並繼續位
居 2021 年全球電影票房榜
榜首。
《長津湖》

● 祖兒特別把歌曲《明天見》
獻給離世的化妝師好友。

Lisa染疫後無異常
BLACKPINK 3成員檢測呈陰性

PENTAGON 成員 Kino 確診
另韓國男團 PENTAGON 成員 Kino 昨日確診
新冠肺炎。根據所屬公司 CUBE 娛樂公布，因
日前有一名曾出入 CUBE 娛樂公司大樓
● Kino
Kino昨日確診
昨日確診
的外部講師感染新冠肺炎，公司決
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
。
定先發制人，安排全體職員
網上圖片
及曾在公司出入的人員去做
檢測，結果 Kino 檢測結果
呈陽性，其他成員均
呈陰性。
● 南優賢
挑戰音樂
劇。

● 李洪基
一向唱得
又演得。

● Lisa 已經接種完 2 劑疫
苗仍染疫。
苗仍染疫
。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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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 懸疑淒美音樂劇
《Jack the Ripper》 自 從
2009 年在韓國首度公演以來，獲
得很多觀眾的喜愛。
該音樂劇講述 1888 年在倫敦發生的連環殺人
事件。《Jack the Ripper》劇中事件採劇中劇形式，
利用「二重旋轉舞台」在同一舞台上演繹兩個空間，快速
展開劇情。故事由 Anderson 追查一起連環謀殺事件開始。Daniel
是位有着強烈個性的外科醫生，為着他心愛的女人，Daniel 與殺
手Jack進行了一項危險的交易。
《Jack the Ripper》音樂劇的外科醫生 Daniel 由嚴基俊、 FT Island 成員李洪基、INFINITE 成員南優賢、ASTRO 成員 MJ 及 SF9
成員金仁誠輪流飾演。香港的嘉禾院線亦將分別於 12 月 5、7、9、
10日安排下午、傍晚場與韓國同步直播。

叱咤爭獎自稱襯托後輩 張敬軒投入拉票玩得盡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韓國人氣女團 BLACKPINK 泰籍成員 Lisa 前日
爆出確診新冠肺炎，其經理人公司 YG 娛樂昨日進一步透露 Lisa 目前狀態良
好，而且 Jennie、Jisoo 和 Rosé 的檢測結果亦於昨天出爐，幸好全部為陰性。
不過，昨日再有韓團成員確診，令一眾K-Pop迷憂心忡忡。
YG 娛樂透露 Lisa 目前的狀況是「沒有感到任何異常狀況，狀態良
好」，而她原定的拍攝工作，也都要暫停。公司也在聲明裏表示「希
望 Lisa 早日恢復，本公司以後會積極地配合當局防疫措施，另一方
面，為了防止新冠肺炎，將會再進一步採取必要的措施。」根據韓媒
報道，Lisa 已經接種完 2 劑新冠疫苗仍染疫，因而屬「突破性感
染」。至於其他 3 位成員 Jisoo、Jennie、Rosé 也都接種完疫
苗，雖然 3 人這期間未有與 Lisa 接觸，她們並不是密切接
觸者，但為安全計，亦進行新冠病毒 PCR 檢測，結
果於昨早出爐，三人皆為陰性。

以抗美援朝戰爭第二次
戰役中的長津湖戰役為
背景，呈現了一段波瀾
壯闊的歷史和歷史中的
人。這部大製作的商業
戰爭片於國慶檔登陸院
線，隨即點燃冷清許久
的內地院線，連續打破
中國影史國慶檔影片戰
爭片單日票房紀錄、中
國影史國慶檔影片首映
日場次紀錄等十多項內
● 《戰狼 2》 發圖祝
地影史紀錄。
賀《長津湖》。
自 9 月 30 日 上 映 以
來，這部頭部影片不僅不負眾望及時救市，更
是在影院內外形成高熱度，話題頻繁「破
圈」。《長津湖》在製作規模，投資
規模、拍攝時間跨度、動用的演
職人員數量都創下了中國影
史之最。該片被認為
不僅憑藉高規格
的製作展現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李思穎）
張敬軒、周秀娜、劉俊
謙 、 ANSONBEAN 、 朱 鑑 然
等昨日出席品牌活動，現場吸引近百
歌迷到來，軒仔到場後亦有走近門口與大
批「軒粉」合照，表現親民一面。
近日軒仔與玄學家七仙羽合作，更獲對方封為
「Super J」，軒仔也特地聽從對方的提議穿上色彩
繽紛的衣服，象徵新一年以精神面貌示人，同時要
走到潮流尖端，可令整個人開朗，減輕工作壓力。
至於攞獎秘笈便是保持平常心，早已名成利就的
他，笑言也要問一下旺財方法，大家不知他做得多
辛苦。他承認今年是最大競爭和刺激的一年，自己
都算豐收，市場上的活躍更能為大家帶來動力，特
別是對有一定年資的藝人，會刺激構思更多新事
物，加上之前因疫情要暫停或延期工作，今年正好
可以再撻着動力。
軒仔在「叱咤」我最喜愛男歌手的最新走勢躋身
15強之內，跟其他年輕一輩歌手並駕齊驅，軒仔表
示：「入咗圍好開心，整個遊戲很好玩亦要畀心機
玩，有網友留言指入圍的年輕歌手加埋的出道年資
相等於我一個人出道 20 年，（拱照你？）我是襯
托品。」他又覺得頒獎禮結集每個年資的歌手才是
健康競爭和好玩，頒獎禮最後都是以音樂說話，作
品或歌手人氣都會令結果不同，因此也得活躍地出
來拉票，幸好自己的粉絲已發動親戚朋友投票，既
然選擇在這個遊樂場玩便要盡興，也得保持健康心
態，縱使沒有獎都會替得獎者開心，總之付出和努
力都應該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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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海報的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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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
了宏大的戰爭場面，並且於其中把握住了人物
情感，最終做到與國人達成情感契合。

《長津湖》港票房破千萬
《戰狼 2》電影方官微發布賀圖恭賀《長津
湖》登頂華語電影票房榜，《長津湖》官微則
轉發寫道：「砥礪前行，勇攀高峰！中國電影
加油！」由於吳京皆有份主演《戰狼 2》及《長
津湖》，因此網民們都不禁讚嘆：「超越吳京
的還是吳京」。
此外，《長津湖》11 月 11 日在香港上映，據
香港電影相關統計數據顯示，《長津湖》
的香港票房已逾千萬港元。
據悉，作為《長津湖》的續
集，電影《長津湖之水門
橋》日前也已官
宣。
她自爆早
年拍戲弄傷左腳
腳踝的韌帶後，因當時
繼續開工沒有適當處理和休
息，引致日後拍戲很容易再觸傷舊
患，近幾年無論是動作或文戲都會受
傷。她即舉出多個事例：「有次拍追賊鏡頭，
在煞停那一刻跌倒，雙膝跪地，當時痛到完全站不
起來要即時找醫生，有試過坐在電單車的後座車子
意外反轉，自己的右腳給死氣喉燙傷至今仍留下疤
痕，甚至拍文戲要跑樓梯都會整倒。有個多年的受
傷經驗，現時已經有相熟的醫生，隨時搵他幫手急
救，家中也有大量護膝護腕和繃帶，不過女藝員比
較慘，很多時要遷就服裝，未能戴上這些保護物
品，所以自己最重要是練好體能增強肌肉，減少受
傷機會。」

周秀娜練武觸及舊患

周秀娜素來有「容易受傷的女人」稱號，近日又
再應驗，原來她近日為準備下月底開拍的動作劇
集，特地找武術指導訓練，以備正式演出時打得利
落自然，不會太生硬，可是最終都觸傷左腳的舊
患。

● 軒仔有一班忠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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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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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秀娜被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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