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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杀”年年有，新生代“安排一下”？

回顾广州去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明星演唱会，郭富城、汪峰算得上其中的代表，不过

相对隔壁深圳有安室奈美惠、玛丽亚·凯莉等天后，似乎少了点“无论如何都不可错过”的高

光时刻。 今年本地演唱会目前来看，依旧是以“熟面孔”“回忆杀”居多，又以杨千

嬅

陈绮贞最

有望掀起抢票潮。当然，有一定经验的乐迷，都已学会把目光方向周边，尤其是香港今年的演

唱会亮点不断，谢霆锋、郑秀文、许志安等都将回归，陈奕迅则有望首开红馆跨年。 至于欧美

乐迷，目前艾德·希兰、特洛耶·希文等都已经公布香港站演出，相信每个人都能找到各自“安

排上”的理由。

专题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黄文浩

广州今年的演唱会

还是以“怀旧系”为主

上月 6 日， 周柏豪在宝能国际体育演艺中心举行

“One Step Closer”巡演广州站返场演出，当晚请到了杨

千

嬅

作为嘉宾登场，让在场歌迷惊呼“赚到”。 而杨千

嬅

也预告自己今年将会来广州开唱。 据悉， 杨千

嬅

将于 3

月 30 日在海心沙亚运公园举办演唱会， 这也是“My

Beautiful Live

（美丽人生）

”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首站。 关于

这次演唱会主题，她早前在发布会上解释，自己将透过

歌声，表达美满人生的不同阶段，“美丽人生都是从不完

美开始的，只有经历过失败才能走到完美”。

除了广州，巡演还包括北京、武汉、成都、深圳、悉尼

及墨尔本等多个城市，有望以香港作为压轴一站，历时

18个月，总场数超过 50场，预计将开到 2020年中。为了

用最佳状态迎接演唱会， 千

嬅

一早已开始健身训练体

能，应付各地不同气候，她坦言，希望趁还有能力和热情

的时候，把个唱可以去到更多更远的地方。

海心沙近两年越来越受到艺人青睐，4月 27日的陈

慧娴“Priscilla-ism巡回演唱会”也是选在此地举行。陈慧

娴的金曲受众层面广泛，如《千千阙歌》《飘雪》《红茶馆》

《人生何处不相逢》等都是多个年龄层歌迷的情歌回

忆。 她也多次来广州演出， 去年 4 月还曾在佛山开

唱。 主办方称，此次演唱会不仅是“原汁原味港版制

作”，届时还将上演“海心沙漫天飘雪”的特别景象。

5月 12日在广州体育馆将有范玮琪“在幸福的

路上巡回演唱会”。 范范近年在网上乐做晒娃博

主，“在幸福的路上” 其实是她 2017年产后复出

的巡演，从深圳开始，一路唱过北京、上海、成都、

福州等地。 李克勤 30周年演唱会则将于 6月 1

日在广州体育馆举办，这轮演出始于 2017 年 9

月香港红馆，去年 9月佛山站撞正“山竹”，令人

印象深刻的是当晚为应对台风临时修改演出流

程，但最终“有惊无险”顺利完成。 此次广州站，

希望李克勤一切顺利。

6月 29日在广州体育馆还将举办“一万

天荒爱未老 周慧敏 30周年演唱会”，这位上

世纪 90 年代“玉女掌门人”，转眼间已陪

伴歌迷和影迷走过 30个年头。 这轮演出

去年 1月曾在红馆举行，由古巨基担任演

唱会总监，而她与王馨平、汤宝如合体

演唱经典动画主题曲《美少女战士》更

掀起了不少歌迷的“回忆杀”。

“文青女神”陈绮贞则将于 7 月 6

日到广州体育馆开唱，陈绮贞过

往在广州喜欢开小场，总是有粉

丝抱怨抢票艰难。 她蛰伏五年之

久， 去年底推出第七张创作专

辑，评价褒贬不一，不过从 1 月

她在台北小巨蛋的 20 周年演唱

会来看， 门票依旧是相当抢

手。

另外， 关注佛山的演唱

会，还有不少“查漏补缺”的机

会。像 3月 16日在佛山市

世纪莲体育中心体育场将

举办张杰 2019“未·LIVE

PRO”演唱会；5 月 18 日，

林俊杰“圣所世界巡回演

唱会”也将开到世纪莲。

港星活跃争档期，

欧美巨星“殿堂级演出”不少

再将目光投向香

港，2019 年， 红馆差一

点集齐“四大天王”，只

可惜刘德华去年底因流

感取消跨年演唱会， 而后

申请今年 12 月补场失败，

再度无缘红馆。 张学友上

月在红馆举行了 15 场《学

友 ．经典》演唱会，使得歌

神此次巡演达到了 233 场，

刷新纪录。 上次在红馆开唱

已是八年前的黎明也已经向

红馆申请了档期， 黎天王这两

年靠着转变人设事业有了新发

展，2016、2017年都在中环海滨

活动空间开唱大受欢迎，这次重返

红馆预计将开 10场。至于郭富城，

上次踏足红馆是三年前， 于 2016

年举行过 15场演唱会，据悉，郭富

城下半年申请了超过二十日红馆

期，至少会举行 15场以上。

刘德华申请年底红馆补场被

拒，据悉撞上的对手是早前已提出

档期申请的陈奕迅。陈奕迅早在金

曲奖庆功宴上就说自己的理想计

划是可以最快于 2019 年年尾举行

大型演唱会。 新专辑《L.O.V.E.》去

年 12月发行后，他提到自己曾经 7

度在红馆开唱，“如果再有第 8 次，

我希望是我没试过的跨年演唱

会”，并透露已经向红馆申请。

2 月郑中基唱过红馆“春节

档”后，郑伊健也时隔 7 年伊健再

战红馆，2月 24日起举行四场演唱

会。入行多年首度踏足红馆的陈晓

东， 则将于 3 月 9 日举办一场

“Planet XT” 演唱会，相当难得。 而

一直在被催开唱的谢霆锋，落实将

于 3月 17日在亚洲国际博览馆的

露天广场举行“烈日当歌”个人演

唱会，之前谢霆锋曾提过想开场户

外场，可惜申请场地被拒，这次总

算如愿以偿。

另一个有趣的安排是郑秀文

许志安两公婆将先后在红馆开唱，

郑秀文的档期在 7 月，而许志安的

档期则在 8到 9 月，此外容祖儿的

入行二十周年演唱会也从 4 月档

期换到了 8月举行。

当然，香港对于很多歌迷的吸

引力还在于这里是国际大牌全球

巡演的常见一站。今年备受关注的

殿堂级乐队演出， 包括 3 月 28 日

英国经典电子组合宠物店男孩

（Pet Shop Boys）演唱会、4 月 29 日

的发电站乐队（Kraftwerk）“3-D

Show”世界巡演，以及年底的艾尔

顿·约翰告别巡演等。

当红新生代方面，“头牌”自然

是“黄老板” 艾德·希兰， 他原本

2017年 11月要在香港开演， 结果

因意外受伤取消， 令不少乐迷失

望。 此次艾德·希兰将于 4 月 17

日-18 日回归，地点选在了香港迪

士尼乐园幻想道露天场地，也就是

去年五月天开唱的地方。炙手可热

的英伦电音乐队“年年”（Years &

Years） 将在 3月 3日于香港开唱，

带来新专辑《Palo Santo》中的作品。

英国唱作歌手汤姆·奥德尔 3月 25

日将首次在香港开唱。 5 月 6 日，

“戳爷” 特洛耶·希文将带着“The

Bloom Tour” 演唱会来到香港，这

是他早前推出大受好评的第二张

专辑《Bloom》后举行的亚洲巡回中

的一站， 次轮演出还将开到上海，

不过对于广州歌迷来说，当然还是

去香港更方便划算了。

杨千嬅将在广州开启巡演，陈奕迅、谢霆锋今年在香港都有开唱计划。

前两年

遗憾错过的

艾德·希兰 ，

今年可以补

上了。

特洛耶·

希 文 人 气 节

节飙高 ，此次

巡 演 计 划 包

括 了 香 港 和

上海。

新年艺起乐

演出推荐·

演唱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