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讯）旅居巴
黎的欧菁仙4月底住家遭
洗劫，她在社媒透露心
情跌入谷底，也暂停为
《联合早报》撰写《台
前幕后》专栏。经过几
个月的心情沉淀及亲友
的送暖鼓励，欧菁仙的
心情似乎已恢复，陆续
在社媒分享开心的聚会
照，8月4日七夕，正值
她的农历生日，欧菁仙
大啖海南鸡饭。
　　8月13日迎来47岁
生日，欧菁仙穿着一身
红在IG上传捧着生日蛋
糕的庆生照，她透露这
是自己第一次在巴黎过生日，感谢当地好友陪伴，她过去的8月
份都会回新，今年例外。她也发贴文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透
露母亲经历了整整16个小时才生下自己，“她把所有的才华都
传给了我，她使我成为才华洋溢，既能唱、能跳、能演、能主
持的才女。最重要的是我遗传了她的幽默感。”欧菁仙上传母
亲祝福她生日的短信截图，母亲还为她烘焙了生日蛋糕，欧菁
仙问“真的是给我的吗”，母亲幽默回应“可是是我吃”，欧
菁仙则回了翻白眼的表情符号，母女互动像闺蜜好友。

童缤毓欣赏巴黎铁塔灯光秀“闪了3次”
　　另外，欧菁仙7月29日在IG分享与前艺人李锦梅的合影，
有感而发：“今晚的晚餐唤起了我对加利谷山黄金时代的回
忆，我深深地铭记在心。”近日曹国辉、姚懿珊、童缤毓等艺
人为开拓带货直播的欧洲市场到访巴黎，欧菁仙得知他们到巴
黎后，特地订了坐落在巴黎铁塔附近的餐馆，邀请大家一起聚
会。童缤毓透露自己留意到巴黎铁塔每隔1小时就会闪灯，结果
当晚“闪了3次”，可见大家的话题聊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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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点档电视剧《你的世界我
们懂》上周五（8月12日）落
幕，名为“感谢你懂我见面会”
的答谢观众活动于前天（14日）
下午1时在淡滨尼Tampines 1商
场举行。有粉丝早上8时许就到
现场霸占台前“风水位”看偶
像；接近中午12时，商场五层楼
聚集人潮围观；下午1时，歌手
林健辉上台演唱温暖人心的剧集
主题曲《你的世界》。
　　“郑家”的黄碧仁、姚彣
隆、许瑞奇、洪凌和宗子杰，以
及“洪家”的向云、黄振隆、曾
诗梅和杨志龙随后亮相。黄碧仁
一上台即对观众说：“很久很久
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场合，我真的
非常地感动，你们好吗？”
　　徇众要求下，许瑞奇秒变角

色“郑天才”向现场观众问好。
他举起右手，眼睛一眨一眨，说
了一句“哈，哈喽，我是郑天
才”后，台上演员与观众一起欢
呼，掀起高潮。姚彣隆说，他一
听“郑天才”说话就觉得感动。
　　许瑞奇在《你的世界我们
懂》交出亮眼成绩单，被问接下
来要如何突破自己，他答道：
“我没有想那么多，（接下来
会）以平常心表演，有压力的
话，可能不能表演好。”

黄振隆感觉变“王嘉尔”
　　“大姐”洪凌说：“谢谢大
家今天抽空来到这里，看到这么
多人，真的很感动，也要谢谢大
家喜欢我们的戏。”
　　“哥哥”宗子杰说：“这部
戏真的不只是一部电视剧，它也
是很好的教材。希望大家看了这
部戏后，能为世界带来多一点

爱，更加了解身边人的世界。”
　　“洪家小儿子”黄振隆幽默
地笑说：“看到这么多人来这里
支持我们，让我感受到（当）王
嘉尔的感觉。最近有人群的地
方，就有王嘉尔嘛，没有想到我
们这里也有这么多人哦！”
　　前天的见面会吸引1500名
观众到场支持。活动结束前，演
员跟幸运观众合照，其中包括一
个宝宝。许瑞奇负责抱宝宝，措
手不及的模样，逗笑在场者。

许瑞奇IG粉丝增7万多人
　　《你的世界我们懂》7月18
日在8频道首播，环绕郑家与洪
家的温馨亲情故事赚人热泪。年
轻演员于剧中的表现受到瞩目，
尤其是饰演郑天才的许瑞奇。
　　记者在剧集播出一周后，
到许瑞奇的社交媒体Instagram
（IG）查看粉丝人数，当时人
数为54万9000，如今已破62万
人，多了7万多人。

　　孙政想扮演彭由国。
　 　 贪 污 调 查 局 今 年 成 立 7 0
周年，今天（8月16日）首播
的《贪婪深渊》回溯调查局从
1950年代成立后，如何逐步肃
清新加坡的贪污风气，侦破各类
案件。节目由孙政主持。
　　孙政告诉《联合早报》：
“讲华语主持节目一直是我想做
的事，终于有这个机会，感到很
开心，也很荣幸。”谈到主持时
事节目的挑战，他说：“主持人
对发音语气和肢体语言的要求跟
拍戏不一样，充满挑战，但也是
自我提升的机会。以往虽然对于
语言掌控能力有自信，但到时事
组肯定会面对考验，团队对主持
人的要求非常高，但这也是很棒
的磨炼。”

对彭由国事件印象深
　　《贪婪深渊》的内容涉及公
务员贪污舞弊索取贿金，私人机
构雇员以不实手段牟利，跨国犯
法，利用高科技骗人的真实案
子。其中一案是彭由国事件。
　　彭由国曾任新加坡工业职工
联合会和新兴工业工友联合会的
秘书长，也是人民行动党前议
员。他在1973年至1979年期间
挪用工会基金和员工基金，涉及
款项近46万元。他于1979年12
月被控，控状包括失信罪，擅自
动用工会公款，教唆他人向查案
人员提供假资料，教唆他人伪造
证据，以及违反庭令。
　　彭由国潜逃国外35年后，
在2015年向新加坡驻曼谷大使
馆自首，隔年1月被判坐牢五
年。2017年，彭由国获准在家
服刑；2018年10月23日，84岁
的他刑满，恢复自由身。
　　主持过程中，孙政对彭由国
事件印象最深刻，“他付出的代
价巨大，不只是坐牢那么简单，

而是付出了一生，一生逃亡，颠
沛流离，最后迷途知返，所剩的
时间却不多了。”
　　倘若节目中的案例被改编成
剧集，孙政最想扮演彭由国。他
指出，这个人物在人生巅峰时，
因为一时糊涂而做出令后半生潦
倒的决定，从演员的角度思考，
是可发挥的角色。
　　在《贪婪深渊》搬演片段
中，彭由国一角由甘草演员池素
宝扮演。

热爱资讯、探索类节目
　　孙政接下来还有其他新的主
持工作。他透露：“刚结束第一
次出国主持旅游节目的工作，非
常开心能够在主持方面增添更多

经验。经过这几次的尝试，燃烧
了一把对资讯、探索类节目的热
忱，希望以后可以继续往这方面
发展。”他说未来会接更多主持
项目。
　　孙政回看今年前七个月，自
觉马不停蹄，活得很充实，“但
也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希望接下来几个月，工作没那么
忙碌的时候，能沉淀巩固这一年
来学到的，以及想学的。”

具备执法人员的正直感
　　《贪婪深渊》监制洪家璇谈
到选择孙政主持的原因，说：
“希望给观众焕然一新的感觉，
所以从新传媒艺人中寻找合适的
人选。孙政中英文都很好，之

前上过另一档时事节目《前线开
讲》当嘉宾，谈吐自然清晰，形
象也符合执法人员的正直感。”
　　洪家璇认为，以第一次主持
时事节目的新手来说，孙政的表
现相当不错，“我们拍摄外景
时，没有读稿机可看。他把稿子
背得滚瓜烂熟，烈日当空下把台
词讲了一遍又一遍，态度好，也
很认真、努力。”
　　《贪婪深渊》共四集，在资
料搜集方面，较让制作组头痛的
是要搬演一起1980年代的摇珠
滚筒奇案。在这起案件中，一个
清洁承包商和电机工程师等串
谋，改装万字票摇珠滚筒，利用
遥控器企图操纵开彩结果。
　　洪家璇说：“我们得知道那
个年代的摇珠滚筒长什么样，于
是找赛马公会，可惜他们没有收
藏当年使用的摇珠滚筒，只提供
几张照片供参考。后来，我们在
新传媒档案库找到当年开彩多多
的档案影片，虽然多多和万字票
使用的滚筒有些不一样，但是开
彩技术的原理是一样的。美术组
后来参考这支影片设计。”
　　《贪婪深渊》8月16日起，
每逢星期二晚上8时30分，在8
频道播出。

　　本土天王李国煌创办的公司金刚媒体，将在本月推出首个
NFT项目——Kong Collective。
　　随着周杰伦、JJ林俊杰等各大流量艺人晒出自己专属的NFT
（非同质化代币），由李国煌创立的公司金刚媒体也跟随未来
的大趋势，踏足元宇宙（Metaverse），推出首个NFT项目Kong 
Collective，也是金刚媒体在虚拟经济体系中的全新尝试，结合
现实与虚拟的娱乐新体验。
　　Kong Collective是一个数码收藏品系列，创意灵感来自金刚
媒体的标志。它也可兼作亚太区娱乐公司金刚媒体的终身会员
通行证，持有者将获得独特福利和难忘的体验。
　　每一个NFT都有一套独特的特质，可以为持有者解锁不
同的奖励、空投和福利。李国煌向《联合早报》透露，Kong 
Collective是现实和虚拟世界的桥梁，拉近粉丝与艺人的距离，
“NFT持有者可以从金刚媒体生态系统中受益，例如与艺人近距
离接触，出席电影首映礼，预购秒杀演唱会门票等优惠。”
　　Kong Collective的首个NFT系列作品预计在今年8月底分两
阶段推出，总发行量为444个，此数字也是李国煌的幸运号码。
他希望利用区块链生态与趋势让商业布局更完善，同时也开拓
更多未知的可能性。他相信全球经济将继续日益数码化，区块
链技术、Web3、NFT和虚拟世界呈现出新的趣味实例，并将对
娱乐行业的未来发挥革命性的作用。              （李亦筠／报道）

　　（首尔讯）韩国女团少女时代为纪念出道15周年，最近
推出全新专辑，8女穿学生校服亮相13日播出的JTBC综艺节目
《认识的哥哥》造势宣传。太妍介绍自己是旧队长，后来每个
月换人当队长，现在轮到允儿，太妍自言以前当队长由于没有
手机，很难聚集队友，现在做队长轻松得多；允儿却抱怨孝渊
经常不看短信，很难集齐意见，“半天都得不出结论”。
　　另外，网民发现主打歌MV的15周年标志与日本迪士尼海洋
15周年使用的标志非常相似，无论是圆形外框、字形、围绕着
15的圆圈，以及左上角放字都非常相像。拍摄该支MV的导演
申熙原14日透过制作公司的IG承认：在没有经过授权的情况下
“借用”他人的设计，对此感到羞愧，他也向少女时代成员、
SM娱乐及观赏MV的粉丝表达歉意。

　　（北京讯）古天乐花费4
亿5000万港币（超过7869万新
元）打造的科幻电影《明日战
记》5日在中国大陆公映，截
至14日上午，累计票房为3亿
2800万人民币（超过6667万新
元），但同期的低成本科技喜剧
电影《独行月球》上映10天，票
房就已破20亿人民币（超过4亿
新元）。
　　身兼总监制、主演的古天乐
马不停蹄地展开宣传，他日前出
席北京国际电影节，一身黑色劲
装亮相，成为全场焦点，还扬言
“凡看过电影《明日战记》的都
是我老婆”，引得现场女粉丝尖

叫回应。
　　近日，《明日战记》的抖音
账号上传影片，曝光古天乐疑似
因为票房太差，跑宣传时在影厅
内落泪的画面，形容他“1天看
20次票房统计”“10年努力结
果令人鼻酸”。
　　《明》集结古天乐、刘青
云、刘嘉玲、张家辉等巨星，可
惜口碑不佳，豆瓣评分落到3颗
星，古天乐受访道出窘境：“拍
科幻电影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很
多钱，很多时间，但这是我的梦
想，一定要坚持下去。你们喜欢
就介绍给别人，不要让我觉得，
我是孤独的一个人。”

许瑞奇秒变“郑天才”
向上千现场粉丝问好

孙政首次主持时事节目
想演潦倒的彭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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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瑞奇抱宝宝拍照，措手不及的模样，逗笑在场者。（新传媒提供）

甘草演员池素宝（左）在《贪婪深渊》扮演贪污议员彭由国，孙政（右）对于此案的印象最深刻。

《贪婪深渊》首集描绘十二支非法彩票在1960年
代风靡大街小巷，幕后黑手的行踪难以捉摸。

孙政背熟台词，烈日当空下把台词讲了一遍又一遍，
主持态度认真、努力。

（图片由新传媒提供）

李国煌（左图）以自家公司金刚媒体的标志，在本月推出首个
NFT项目——Kong Collective。（金刚媒体提供）

李国煌卖444个NFT
持有者将享独特福利

欧菁仙庆47岁生日
陆续在巴黎接待圈内人

欧菁仙首次留在巴黎庆生，上传捧着
生日蛋糕的照片。（互联网）

少女时代回归MV中的15周年标志（右图）抄袭日本迪士尼海洋
15周年使用的标志。（互联网）

少女时代MV导演认抄袭
《明日战记》票房惨淡
古天乐含泪宣传电影

古天乐宣传《明日战记》（右图）时，忍不住落泪。（互联网）

Source: Lianhe Zaobao © SPH Media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