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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紅歌手缺席《勁爆頒獎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樂壇首張成績表《新城勁爆頒獎禮 2016》前晚順利完成，惜
欠有分量歌手支持，以致星光黯淡，順理成章造就新一輩歌手突圍，結果由陳柏宇(Jason)、
李幸倪(Gin Lee)、鄭欣宜各奪三獎成大贏家。首度掌舵勁爆頒獎禮的節目執行總監(綜藝)／節
目主持劉婉芬對當晚節目表示滿意，對於一線紅歌星、英皇和太陽娛樂歌手全數缺席，她處之
泰然，並表示不會勉強他們出席。之前新城更親自把陳奕迅和張敬軒所得獎項送到他們的唱片
公司，以示誠意，強調新城大門永遠為各人打開。

掌舵人劉婉芬：
新城大門永遠打開
自爆原不看好《女神》
欣宜得歌曲獎

■新城高層劉婉芬不認為與
英皇關係變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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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夢娛樂在今屆
《勁爆
勁爆》
》成績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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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慶功宴上，劉婉芬接受傳媒訪問，她表示對節目感到很滿意，可讓歌手演
繹整首得獎歌，這是對音樂和歌手的尊重。對於英皇和太陽娛樂「零」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前晚鄭欣宜和
鄭俊弘(Fred)在現場觀眾投票下，分別奪得今年
《勁爆》新增設的「勁爆我撐歌曲」和「勁爆
我撐歌手」獎，助欣宜合共奪得三個獎，當上
女歌手大贏家之一。欣宜沒想過會獲全場歌迷
支持奪「我撐歌曲」獎，揚言這是好開始，希
望在打後的頒獎禮陸續有好成績。
欣宜回想過去兩年做音樂要經過許多堅持才
面世，好似《女神》一曲最初也被認為不是好
歌，不會爆紅。但她相信這首歌背後的意思，
幸好最後堅持推出，如今得到大家的愛戴。在
台上演繹《女神》時，欣宜很想哭，最後她忍
住眼淚沒滴出來，但聲線都有點影響。
欣宜續道：「原來第一次得歌曲獎是很感動
的，(已向爸爸鄭少秋報喜？)還未，稍後會告訴
他，很多人已說要請我吃飯。」說到吳業坤只
得一個「勁爆樂勢力獎」，是否很慘？欣宜笑
說：「是嗎？如果他有獎，可能變了我沒有。
去年他橫掃多個獎，都要給些機會我們。(叫他
讓路？)是的，去年他很威水，明年我給回他好
了。」另外，欣宜落實會在大除夕當天到沙田
新城市廣場擔任倒數活動的嘉賓。

手到場，她自言：「 沒想過是很大問題，而且他們也有在場刊登廣告。雖然跟
英皇的合作不多，明年都有傾合作大計，會尊重他們今次不來的決定。」張敬
軒奪男歌手金獎都缺席，劉婉芬坦言感可惜，不過這是公眾投票的結果，一定
會頒給軒仔。
有指新城偏幫某些唱片公司，導致其他公司不滿，劉婉芬否認說：「 你們覺
得偏幫嗎？我沒想過偏幫。」她承認歌曲獎一定要「有到先有獎」，因歌手需
現場演繹，不能令現場歌迷失望。

明年仍與英皇有合作
那麼，英皇何時通知不來？她謂：「我們一直有傾談，不斷努力。他們今
日(前日)很清楚說不會來，我知道容祖兒不在香港，軒仔要跟公司決定。其實
之前都已親自把軒仔和 Eason(陳奕迅)所得的獎項送到他們公司，我是
這個台最高負責人，相信他們會見到我的誠意。(會否影響之後英皇
和新城的合作關係？)不會，大家仍有合作空間，上周才談過合作
的事，2017 年合作沒變過。」她對前晚入座率表示滿意，又強
調不論是英皇或者其他唱片公司，新城的大門是永遠打開。
說到完全沒有大粒星撐場，劉婉芬表示沒有失望，「大粒歌
手會不會都想二線歌手可上位呢？可能他們亦不想參加頒獎
禮。」有指陳奕迅同在會展出席首映，也不來頒獎禮？她
稱：「這由 Eason 和唱片公司去決定。既然我們的大門打
開，都會很有誠意邀請他們到來，可能他們覺得未是適合時
候，不能勉強。對明年再辦頒獎禮並不擔心，只要做好頒獎
禮，自然會增加吸引力。」
陳柏宇和 Gin Lee 初嘗勁爆男、女歌手金獎滋味，兼且是大
贏家，成績大躍進。Gin Lee 開心得到鼓勵和肯定，她表示：
「前兩年是人生谷底，今年初加入新唱片公司，很多歌都受歡
迎。年尾是好的總結，令自己增強信心再向前跑，追逐音樂夢想，
最開心是父母在場見證這份成果，他們最希望見到女兒出人頭地。」
說到英皇歌手缺席，從而造就她得獎？她表示：「不知道， 因每個
頒獎禮有不同基制，做好本分便足夠。」得到金獎後壓力更大？「做
音樂不是為了得獎，對我來說是做好歌，可以感動到大家。」

Fred 沒想過會奪「我撐歌手」獎，在宣佈得
獎一刻也沒為意，當時他正把玩熒光棒。Fred
否認那時很納悶，「今晚(前晚)節目很好看，歌
手又可唱足整首歌。以前唱分幾鐘，很急促，
所以改革後好些。」有指因沒有大卡士歌手出
席，令場面冷清，Fred 對此說：「我都感到並
非很多大粒歌手，(造就你們得獎機會？)都有些
少，對我們是好事。但都希望多些歌手前輩參
與，可以百花齊放，對之後頒獎禮會抱平常
心，當去參加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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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宇不介意當「玩具」
Jason 共奪三獎，暫時是最豐收，但他坦言沒信心在其他頒獎禮再
下一城，因出發點不是放重在這方面。不過他今年受到感染，也想去
投票，但最後都沒有投自己，因覺得有份參與又去投票有點衝突。那
麼，軒仔投他一票，為何不投給對方作回禮？「這樣做好假。」
早前網上流傳有作家指Jason很快會成為娛樂圈另一件玩具，會被大
家先捧再殺，對此Jason表示：「有一個朋友傳給我看，用到『玩具』
這字眼很有創意，配搭很新鮮。我不會動氣，別人對我的看法沒得去
介意，正如我怎去看他，他都沒法介意。我又不認識他，只知他好像是
一名教授，身為教授可不用寫得太偏激，我自覺不是就行。自己不去抨
擊他，都一定會有人代我抨擊。」
■ 陳柏宇不介意
被人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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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俊弘
樂於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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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大腹便便的葉翠翠昨日
出席活動時，被小朋友好奇
地拍打肚皮，問翠翠之後會
否少點出入人多的地方？翠
翠表示其實一星期中她有五
天不會出街，只會在周末跟
老公行超級巿場。不過老公
喜歡去「金魚街」看熱帶
魚，自己便會坐在車上等
候。
翠翠透露懷孕接近五個
月，但感覺比一般大肚婆的
肚子較大，醫生檢查過是健
康，但比正常的周數為大，
可能是她老公個子也高的關
係。翠翠笑說：「在懷孕最
初兩個月時照過，BB 才得 2
厘米，只是一粒花生般，
但老公已經話像
他了。」翠翠
續道在平安
夜老公會招
呼同事來家
中開派對，
故已準備好火
■葉翠翠的肚
雞和蛋糕慶祝。
子很大。
子很大
。

蔡思貝要向唐詩詠備案
被洪永城抱起旋轉

現時不少星二代也會入行，
安仔指大仔喜砌 Lego，想做工
程師，但女兒常問何時帶她去
拍戲。不過安仔暫時不想子女
接觸這行太多：「他們已太突
出，常被人影，同學見到都會
說給他們知道，之後就叫我帶

去看推出了的封面。我只好說
其實都影得你們很自然！」安
仔強調星二代容易接觸這行，
但希望一對仔女要先完成學
業，不用心急入行。問到有否
廣告接洽？他表示都有傾過，
如酬勞可以幫到他們讀書的才
會考慮。
安仔坦言子女都喜歡讀書，
會主動去補習，不過他跟太太
都沒想過仔女要成為精英，沒
要求他們從小便競爭去贏人，
希望讓他們在成長後明白自己
的路向。「我現在像不像個校
長？因《老表》中我是做校
長，這些都是劇中的對白！」

葉翠翠肚子大仍健康

酬勞幫到讀書才考慮

■雖然女兒有意入娛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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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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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出席慶功宴的歌手眾多
雖然出席慶功宴的歌手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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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卡士的確有點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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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想入行拍戲
郭晉安要求學業行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郭晉安、葉翠翠及趙頌茹
昨日擔任童裝店剪綵嘉賓，安
仔透露最近忙於開工，也未有
時間去買聖誕禮物給太太和一
對仔女，之後或會帶仔女來這
間店選購靚衫。安仔指仔女於
平安夜會放聖誕襪在床頭等收
禮物，還會要求是一百元的禮
物，但安仔笑言通常只會放粒
糖在內。
安仔表示女兒將在平安夜作公
開表演，但他因工作未能到場打
氣，故已拍下片段作鼓勵。安仔
笑說：「女兒喜歡跳K-Pop，可
以扭 pat pat，她說一跳就會很
開心，我都想她是開心的心態，
不要有壓力和緊張！」

唱足全首鄭俊弘讚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由洪永城
(Tony)、蔡思貝、朱晨麗和黃子恆等人主演
的賀歲劇《味想天開》，昨日到油塘一個商
場宣傳，眾演員以古裝扮相示人，Tony 與
思貝更穿上傳統結婚裝扮，由前者踢轎門迎
娶女方。迎得美人歸的 Tony 更抱起思貝作
360 度旋轉，二人又互餵糕點，思貝笑言要
向Tony女友唐詩詠備案，以免對方呷醋。
對於新劇被安排在新年第一部劇出街，
Tony 坦言有收視壓力：「我對自己都有要
求，因為今次戲份重，好與不好都會入我
數。我們台前幕後都盡了所能，希望大家
看得開心。」Tony 稱其角色有「黐脷筋」
的習慣，事前苦練了多個星期，既要扮得
神似，又要觀眾聽到對白，難度甚高。他
笑道：「因拍了三個月已投入角色，拍完
都戒不掉『黐脷筋』，試過有次對住詩詠
講，她就叫我不要嘈。」
聖誕方面，Tony 透露會相約朋友一起開
派對，笑問他會否邀請「情敵」馬國明？
Tony 笑道：「他很忙，不過我在大除夕都
有活動和他一起倒數，到時還有唐詩詠，
是『情敵情侶檔』。」當取笑 Tony 和「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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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到時會大打出手時，Tony 便說：「要
先 開 個 年 ， 新 年 大 家 開 開 心 心 ， Happy
New Year。」
蔡思貝玩遊戲與洪永城異常投入，她相
信詩詠不會介意，因都知道是為劇集宣
傳。提到她被傳與男友分手，仍要扮新娘
會否觸景傷情？思貝說：「不會，我好開
心，因我和好姊妹孫慧雪同日結婚。轉頭
我就趕去做姊妹，是我人生第一次做。」
問她會否搶花球沖喜一下？她說：「我會
搶，其他人應不夠我搶。其實我都不清楚
婚禮流程，但參與就要全情投入。」

朱晨麗洗豬腸極臭
另外，朱晨麗記得劇中一幕要她洗豬
腸，由於動用真豬腸拍攝，令現場環境很
臭，其他演員都爭相走避，令她大嘆眾人
沒有義氣。問她現實中是否很少入廚時，
她說：「我自己一個人住，都要照顧三
餐。我識煮公仔麵、麻婆豆腐和椒鹽骨，
打算聖誕新年搞大食會。」重提她與黃子
恆的緋聞時，朱晨麗不介意道：「當做宣
傳，其實我們是姊妹才真。」

■洪永城
洪永城((中)跟蔡思貝玩遊
戲時非常肉緊。
戲時非常肉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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