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第14屆全球華語歌曲排行榜頒獎典禮》前晚（12月13日）於廣州舉行，歌手

容祖兒、薛凱琪、張韶涵、張智霖及SOLER等30多組歌手出席，周柏豪分別奪男歌手五強以及

歌曲獎，成績不俗，容祖兒則拿下「年度最受歡迎女歌手」及「年度最佳專輯」等獎項，而獲

Paco撐場的薛凱琪（Fiona）更連奪四獎，包括「二十大金曲」、「最佳專輯」、「最受歡迎女

歌手五強」及「最佳女歌手」，Fiona感謝Paco的支持，又興奮地表示對粉絲交到功課。

A37 文匯娛樂國際星情/娛樂世界 ■責任編輯：李嘉嘉 ■版面設計：崔竣明 2014年12月15日（星期一）

Taylor Swift前日剛度過25歲生日，而生日前一
晚她仍要為《Z100's Jingle Ball》演唱會擔任表演嘉
賓。雖然面對排山倒海的工作，但前晚她仍然特別
抽空在其位於紐約的住所舉行生日派對，並獲不少
圈中猛人到賀。其中包括Beyonce和丈夫Jay Z、
Justin Timberlake、 Sam Smith、 內 衣 品 牌
Victoria's Secret 女模 Karlie Kloss、青春女歌手
Selena Gomez、美國歌手Nick Jonas 及美國女星
Emma Roberts等，足證其人緣甚佳！而獲群星到
賀的Taylor全晚笑容滿臉，心情明顯靚爆，她當晚
亦即時上載照片到其社交網站與粉絲分享喜悅，照
片中除了可見戴上黑超的Beyonce與其丈夫Jay Z大
擺Chok爆甫士外，Taylor又調皮地玩弄戴在Justin
頭上的大便面具，相當搞鬼！有消息指，當晚Sam

Smith帶備樂器現身，而Justin則帶了英國殿堂
男歌手David Bowie的專輯到場。據悉，當晚
Taylor的生日派對並沒有大魚大肉，僅訂了二
十盒Pizza宴客，但眾人仍然心情High爆替她切
生日蛋糕。Taylor於網上感性地表示：「當你在許
願，但其實你最需要的東西已經站在你的身邊。」
此 外 ， 洛 杉 磯 格 林 美 博 物 館 （Grammy

Museum）於Taylor正日生日為她舉辦了一個為期5
個月的展覽，展覽一共展示過百件Taylor的演唱會
服飾、未曝光的私人影片及手寫歌譜等，供粉絲
「潮聖」。過往約翰連儂（John Lennon）、已故
樂壇天王及天后米高積遜（Michael Jackson，MJ）
和雲妮侯絲頓（Whitney Houston）等亦於當地舉辦
過展覽。 ■文：Kat

美 國 鄉 謠 小 天 后

Taylor Swift前晚25歲生

日，近期忙於宣傳新專輯及演出的她特別抽

空在其位於紐約的豪宅舉行生日派對。當晚到賀的

朋友不乏圈中猛人，其中包括美國樂壇天后Beyonce和丈夫Jay Z、荷里活歌影雙棲男星

Justin Timberlake及英國歌手Sam Smith等。而獲群星拱照的Taylor全晚亦笑晒，心情

靚爆！據悉，Taylor的生日派對沒有奢華美食，僅訂了二十盒Pizza宴客，非常平民化。

■Taylor Swift■Taylor Swift前日前日
2525歲生日歲生日。。 美聯社美聯社

■壽星女在生日派對上High爆吹生日蠟燭。
網上圖片

■Taylor（右三）玩弄戴在Justin（右四）
頭上的大便面具，非常鬼馬。 網上圖片

■Nick Jonas（中）與友人於派對上狂歡。
網上圖片

《第14屆全球華語歌曲排行榜
頒獎典禮》前晚於廣州舉

行，薛凱琪分別奪得「二十大金
曲」、「最佳專輯」、「最受歡迎女
歌手五強」及「最佳女歌手」四個獎
項。Paco亦有專程前來撐場，Fiona
表示很開心可以拿到四個獎：「上年
我同公司都好努力做大碟，所以今日
在內地的頒獎典禮拿到四個獎覺得好
興奮，而且Paco亦特登來支持我，看
我拿獎，又跟我影相！今年的成績我
同公司都覺得對粉絲交到功課。」她
又表示除了得到最佳女歌手獎非常開
心之外，得到最佳專輯獎亦都特別開
心， 因為《Tonight》專輯由揀歌、

前期及後期都是自己跟，亦有自己作
曲，因此對她而言是一個好大的鼓
勵，希望明年會更好，她又謂明年會
錄國語專輯，希望同樣可以有好的成
績。

周柏豪傷風感不適
此外，周柏豪於頒獎禮中獲得兩個

獎項，分別為男歌手五強、以及憑歌
曲《傳聞》得到歌曲獎，成績不俗，
但由於近期天氣變差，加上音樂、電
影工作不斷，經常每日會有四五個通
告及工作安排在身，令到他的身體不
適。頒獎禮當日他亦需要由早上到國
內舉行簽唱會，然後再趕到廣州參加

頒獎禮，期間柏豪的身體一直感到不
適，又擔心國內的交通情況會影響到
達時間，幸好最後亦能及時趕到廣州
會場。他表示：「因為呢幾個月經常
都要早出晚歸咁工作，好多時唔夠休
息，再加上最近變凍，所以開始有傷
風感冒嘅情況，咁年底工作又會有更
多同密集，希望可以保持到健康完成
所有工作。」
另外，容祖兒在頒獎禮上亦有斬

獲，分別拿下「年度最受歡迎女歌
手」及「年度最佳專輯」等獎項，進
一步鞏固其在亞洲華語音樂市場的地
位，而洪卓立亦憑歌曲《獨活》贏得
年度二十大金曲獎。

娛聞雜碎
■國際名媛Paris Hilton前晚現身康城第16屆法國NRJ
音樂大獎頒獎禮，穿上紅色超deep V開衩長裙的她中
門大開，盡騷事業線，而英國人氣男子組合One
Direction（1D）奪全球最佳組合榮譽，成員 Louis
Tomlinson則因病缺席。 路透社
■由荷里活女星安祖蓮娜祖莉（Angelina Jolie）執導
的新片《非凡生命歷》（Unbroken），近日被指戲中
誇大了主角Louis Zamperini遭日軍俘虜時的受虐過
程，因而被日本當地民眾杯葛影片，電影於當地上映遙
遙無期。
■英國經典樂隊「披頭四」的主音歌手約翰連儂
（John Lennon）34年前遭人射殺身亡，兇手查普曼
（Mark Chapman）的妻子表示其丈夫的殺人動機是他認為當時披頭四的
人氣比耶穌還受歡迎，因而讓他不能接受，加上自己想嘗嘗成名的滋味，
而他事後亦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後悔不已。查普曼最終被判終身監禁，於過
去34年來，他與妻子每年都有一次機會能享有44小時的獨處時光。
■英國女高音Sarah Brightman昨晚於台北小巨蛋開騷，吸引9千名粉絲捧
場，台灣歌手家家、李佳薇及蕭煌奇等亦有到場欣賞。

韓國男子組合Super Junior（SJ）成員晟敏與
音樂劇演員女友金思恩前日於首爾舉行了非公
開的婚禮，成為隊內最早成家立室的成員。婚
禮有過千人出席，包括二人的同事、朋友及家
人，由演員柳俊相擔任司儀，SJ成員厲旭即場
獻唱歌曲賀一對新人。據悉，二人完成婚禮
後，便隨即前往馬爾代夫度蜜月，但由於晟敏
尚有工作在身，因此不會在當地逗留太久，預
計下周便會結束蜜月之旅。此外，眾圈中好友
參加完婚禮後亦上載照片到社交網站，韓國女
子組合Rainbow成員趙賢榮亦公開了跟新娘子
的合照，又表示婚禮令她感動落淚。

■文：Kat

韓國人氣組合EXO近來新聞多多，成員Kris
（吳亦凡）及鹿晗先後要求退團，近日又傳出
另一名中國籍成員Tao亦有意離隊，隨即引起
網上熱話。飽受流言壓力的Tao，日前於微博
表示自己正在創作Solo rep歌，又指會利用歌
詞表達不滿：「我用我的作品來訴說自己的經
歷及不滿，有些人只能處於虛擬的世界用鍵盤
抱怨對別人的不滿，這就是你跟我最大的差
距。」此外，EXO前日現身深圳舉行的「第八
屆 無 線 音 樂 盛 典 咪 咕 匯 （MIGUHUI
AWARDS）」，並奪得「年度亞洲最受歡迎組
合獎」及「最佳表演獎」。 ■文：Kat

晟敏＠SJ金思恩馬爾代夫度蜜月

Tao＠EXO憑歌表不滿

■Paris Hilton

■Tao近來飽受離隊傳言壓
力。 網上圖片

全球華語歌曲排行榜廣州頒獎

薛凱琪連奪4獎
Paco專程打氣

■周柏豪奪兩獎，成績不俗。

■薛凱琪奪得四個獎項，喜獲Paco親身到場支持。
■容祖兒（右二）奪「年度最受歡迎女
歌手」及「年度最佳專輯」等獎項。

香港文匯報
訊 由新娛國際
製作，龍劍笙為
紀念恩師任劍輝
女士演出之《任
藝笙輝念濃情》
由今年 12月 11
日起在香港演藝
學院演出十五
場。圈中人捧場
者眾，其中包括
何鴻燊四太梁安
琪、阿叻陳百祥
黃杏秀夫婦、吳君麗、嘉華集團主席呂志和博士、顧美
華、薛家燕及王晶太太等，觀眾對刨姐的精湛演出非常
欣賞，梁安琪亦向製作人丘亞葵（Vigo）提出邀請，希
望《任》節目能移師澳門演出，看畢《任》劇後，梁安
琪更親自入後台恭賀刨姐。

四太 阿叻入後台賀刨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蔡少芬

（Ada）與老公張晉現身工展會為代言的健康
食品宣傳，兩人又賣口乖指親自食過該產品，
功效了得，又可以全家受惠。問到張晉，太太
是否愈食愈靚，他笑說：「一向都靚，在她面
前很難說不靚。」Ada冧爆大讚老公愈來愈靚
仔，是出自真心說話，覺得老公慢慢浸出男人
味，成熟穩重了不少，狀態亦很弗。被問到會
否怕老公有異性埋身時，她表示：「唔驚，一
切在我手上，對自己有信心，他能夠這麼弗全
靠有個好老婆。」張晉亦和應道：「最終是因
為你。」既然狀態甚弗，可會考慮再「造
人」？Ada即指老公不肯，張晉解釋：「現在出街一人抱一個剛剛好，
再多一個點算，沒手再抱第三個，待大女十歲先再考慮。」聖誕將至，
Ada透露一家人都會在港，張晉亦已為老婆準備好她喜歡的聖誕禮物，
被問到是否送樓時，張晉謂：「咁大鑊，唔好陷我於不義！」而Ada則
未有時間買禮物給老公，但就訂了禮物給小朋友，同時他們又買了一棵
真的聖誕樹，張晉笑言：「囡囡把自己喜歡的東西都掛上樹上，樹快要
倒下了。」

蔡少芬爆老公不肯「造人」 韋綺姍看好蔣志光奪「最佳男配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蔣志光和韋綺姍在劇集《老表，你

好hea！》再度合唱《相逢何必曾相識》一曲爆紅，昨日兩人第二度
被劉鑾雄（大劉）旗下商場邀請出席「相逢未晚金曲派對」活動。
大劉和女友甘比陳凱韻及一對仔女前來捧場。大劉更抱囝囝睇表
演，盡顯慈父一面，當蔣韋合唱首本名曲《相逢何必曾相識》時，
全程表現含蓄的大劉即顯得雀躍，他和女兒跟唱，小兒子便隨
拍子搖晃，相當投入。
蔣志光表示大劉是粉絲，多謝對方二次都有來，他表示計劃推出

懷舊碟，韋綺姍笑言希望多登台，原來有不少人找他們登台，惟檔
期問題已推掉不少，亦未必每次都可以兩個一齊登台，就像明年美
加登台，也只得蔣志光能去到。蔣志光表示：「《張保仔》一劇未
拍完，緊接會開另一劇，所以檔期都很辛苦，自己會以無線工作行先，不過公司都好，肯遷就
放人。」韋綺姍就踢爆蔣志光在除夕夜要走三檔，而她只接得兩個騷，大家指蔣志光今年豬籠
入水，他笑說：「較以前是多了一些，不過，生活依然這樣過，其實工作多了更加煩，會令
生活規律改變，自己對錢的觀念不強，不懂得處理，點都好，不應該令正常生活受阻。」此
外，蔣志光今晚將有份角逐「最佳男配角」獎，韋綺姍睇好拍檔得獎，更準備找女兒幫手投
票，當知道男配角不設投票時，便即送上祝福支持，至於蔣志光本人被問到得獎信心，他搖頭
說沒有所謂，又指許紹雄及張繼聰亦做得很好，自己只是唱歌而已。

■何四太（左一）和陳百祥黃杏秀夫
婦恭賀刨姐（右二）演出成功。

■張晉大讚老婆靚。

■蔣志光與韋綺姍大唱經
典名曲。

■晟敏的婚禮獲過千名親友到
場支持。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