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勤坦言上台攞
獎時難掩內心

激動，在台上忍不
住哽咽，本來也沒
什麼，講到譚詠麟
就真的激動了，他
表示：「過去在無
綫、新城、港台都
集過男歌手獎『蓋
掩』，唯獨在商台
好似有點距離，在
這裡最好成績是得
過男歌手銅獎和一
次『最喜愛男歌
手』，但都有十年

前，所以好多謝公司團隊，其實坐在台下面的每
個人都好努力，這是最基本，你首先要比其他人
更努力之餘，便是靠公司團隊加運氣，今次得到
天時地利人和。」如今他終於集齊四台「蓋
掩」，克勤開心說：「很安樂，多謝商台成人之
美，2018年會在內地大中華再加把勁，會推出國
語專輯和開拍一部電影。」

陳柏宇擬讀社工課程
最近有網民把克勤在1993年於「勁歌」上的競

爭對手是四大天王與現在的年輕歌手做對比，暗
指克勤年資高和對手降級，對此，克勤大方回
應：「我有留意，大家無須為我太肉緊，所以我
用奧斯卡來比喻叱咤，正如奧斯卡將不同年齡、
輩分的人放埋一齊比賽，因為比較演技是無分年
長和年輕，音樂也是一樣，只是看的人介意，但
我已活了很多年，還會介意嗎？我都講過拎得
起、放得低，真的沒所謂，會勇於面對成功失
敗，沒理由年年都是你得獎，人生便是這樣
子。」
而陳柏宇冧莊奪「叱咤樂壇男歌手」銀獎及

「我最喜愛的男歌手」，他表示：「超開心，雖
然沒有刻意去想得獎的事，不過經歷過無獎攞，
又經歷過大家覺得我有機會攞，我知道上台說話
時要大方，不要令人覺得不在乎。」柏宇續說：
「老婆都很替我開心，當晚老婆不在現場，我上
車時已給她電話，老婆話感動到喊，我心想今年
不止你一人識貨，終於有人爭，哈哈，她真的好
開心好感動。」柏宇又自爆準備自修社工課程，
想學懂點去令人開心，這是新一年大計之一，當
然會繼續造人。

Eason上叱咤舞台話緊張
陳奕迅（Eason）在頒獎禮尾聲時現身送驚喜，

Eason在林海峰（Jan）獨白下，加上何炳伴奏，

演繹了多首歌曲《我的快樂
時代》、《天下無雙》、《陀
飛輪》，《K歌之王》金曲，令
全場high爆。
Eason在台上渾灑自如，其實心情

緊張，他凌晨時在微博放上片段講演
出感受：「都係有啲緊張嘅，上去呢個
叱咤（舞台）……幾好吖，有啲嘢Gen-
erate，有啲腎上腺素郁動……都算完整完
成個演出咁囉！阿炳好嘢，阿Jan又係好辛
苦，阿Jan好好嘢，佢嗰啲（稿）好難背，
因為要夾Timing講嘢，都幾有壓力。我就最
易囉，因為我企喺度唱歌咋嘛！」Eason又大
讚Supper Moment好有Energy，相當不俗。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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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思穎）《2017年度叱咤樂

壇流行榜頒獎禮》前晚圓

滿結束，入行30年剛踏入

50歲的李克勤首嘗奪「男

歌手金獎」和「至尊歌曲

大獎」兩個大獎，終告集

齊四台頒獎禮「蓋掩」，

克勤要多謝商台成人之

美。對於被指今年競爭對

手大降級，克勤對外界評

論看得淡然，覺得比賽是

不分年齡界限，而當晚最

大驚喜是謝霆鋒和陳奕迅

神秘現身表演，掀起高

潮。

《2017年度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禮》
部分得獎名單

至尊歌曲大獎：李克勤《失魂記》

第二位：許廷鏗《神奇之旅》

第三位：Supper Moment《靈感床》

第四位：吳雨霏《Come with me》

第五位：ToNick《長相廝守》

叱咤樂壇我最喜愛的男歌手

陳柏宇

叱咤樂壇我最喜愛的組合

Supper Moment

叱咤樂壇男歌手

金獎：李克勤 銀獎：陳柏宇 銅獎：側田

叱咤樂壇女歌手

金獎：衛蘭 銀獎：Gin Lee 銅獎：王菀之

叱咤樂壇組合

金獎：Supper Moment 銀獎：RubberBand 銅獎：C AllStar

叱咤樂壇至尊唱片大獎

衛蘭《Love And Other Things》

叱咤樂壇唱作人

金獎：林奕匡 銀獎：王菀之 銅獎：方皓玟

叱咤樂壇生力軍

金獎：顏卓靈 銀獎：王嘉儀 銅獎：余香凝

第六位：AGA《3AM》

第七位：Gin Lee《和每天講再見》

第八位：at 17《Girls Girls Girls》

第九位：側田《不經不覺》

第十位：吳業坤《傷心到變形》

叱咤樂壇我最喜愛的女歌手

方皓玟

叱咤樂壇我最喜愛的歌曲大獎

ToNick《長相廝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衛蘭
（Janice）和王菀之（Ivana）在前晚
《叱咤》頒獎禮上各自奪得2個獎
項，Janice獲「女歌手金獎」及「至
尊唱片大獎」，而Ivana則獲「女歌
手銅獎」和唱作人銀獎。
Janice對得獎非常感恩，她表示：

「今年（指2017年）好努力做唱片，
加入新公司後得到大家認同好感動，
也是首次奪得這兩個獎，對上一次是
2006年獲『女歌手銅獎』，相隔12年
後初嘗金獎滋味，（遲來的獎項？）
不是，這12年學到很多，令我真正覺

得自己值得。（期望下年再冧莊？）
攞了一個已經足夠，希望給其他歌手
機會，都有好多好的歌手。」Janice
眼見與一班同輩側田及王菀之一起得
獎，覺得感觸，但大家依然有機會繼
續做音樂已是好大的祝福，希望可以
為香港樂壇繼續做好音樂。」Janice
已計劃完成一月演唱會後，便會放假
去旅行一次過獎勵自己！
Ivana穿上黃色蓬鬆裙加上身形長

胖，即惹來大肚疑雲，Ivana被問到有
喜時，也忍不住笑說：「不是呀，只
是穿上芭蕾舞裙，不代表有喜，生B
計劃要再想想。（有與老公Eric計劃
過？）他說看看如何，其實都有默
契。」說到她身形圓潤，她自爆可能
用錯方法修身：「最近做緊gym，想
修身更弗，都開始了半年，但越做越
大隻，可能做錯，修身變成健身，令
身形更橫，2018年會有一個修身健美
目標，希望減掉20磅，之前看回2011
年自己的演唱會，當時比目前輕了20
磅。（現在是幸福肥？）是呀，老公
都好接受，無阻止我繼續肥。」

王菀之幸福肥老公無阻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許廷鏗（Alfred）今年從星
夢娛樂轉投華納唱片公司，之前
在無綫「勁歌金曲」頒獎禮「捧
蛋」，前晚在商台便憑《神奇之
旅》奪得十大歌曲獎第二位，爭
回一口氣，見他上台領獎時激動
落淚，至出席慶功時仍眼紅紅，
他笑說：「可能是燈光太犀利，
每次一喊，眼淚便會沿住我巨型
鼻子流下來，大家會以為我流鼻
涕，所以要想辦法控制一下自己
情緒，另方面也預計
不到有這個獎，
所 以 就 算 樣
衰，唱得好便
沒問題。」
許廷鏗在台
上不忘多謝舊公
司 ， 他 表 示 ：
「沒有過去的8年，便
沒有今日上台的許廷鏗，我也在
台上講逼得新同事好辛苦，同事
說收到我電話次數多過歷來的藝

人，但也沒辦法，因僅得半年時
間追趕成績，來到今天終於可以
安樂，這個嘉許應該給公司團
隊。（會否放同事假唞氣？）不
會，已經要開工，2018年又開
始啦，不過會請同事食飯慰勞大
家。」
雖然在「勁歌」捧蛋，他沒為

此不快，自覺好心滿意足，已經
超額完成，問他可擔心明年在無
綫頒獎禮繼續食蛋？他笑說：
「地球是圓的，世界是好玄
妙。」

許廷鏗「玄妙」回應勁歌捧蛋

■■謝霆鋒與謝霆鋒與Supper MomentSupper Moment齊齊
齊齊jamjam歌歌，，台下觀眾台下觀眾highhigh爆爆。。

■ Eason 在
頒獎禮尾聲時
現身送驚喜。

■許廷鏗憑《神奇之旅》奪十大
歌曲獎第二位。領獎時，他激動
落淚。

■身穿蓬鬆裙子的王菀之惹來大肚
疑雲。

■AGA興
奮高舉獎
項。

■陳柏宇開心冧莊。

■■ToNickToNick的的《《長相廝守長相廝守》》拿走拿走
「「我最喜愛的歌曲大獎我最喜愛的歌曲大獎」。」。

■■衛蘭計劃去旅衛蘭計劃去旅
行獎勵自己行獎勵自己。。

■■克勤終告集齊四台克勤終告集齊四台
頒獎禮頒獎禮「「蓋掩蓋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亞視「復活」開
台，今年1月29日重新啟播，當年收視、口碑俱佳
的節目《百萬富翁》亦於昨日進行錄影，且一連錄
影三集。首集《百萬富翁2018》慈善名人版，由
陳志雲主持，三組嘉賓何守信、王賢誌與朱慧敏同
組及林作與崔碧珈同組共獲46,000元獎金，全數
捐出作慈善之用途。
其中朱慧敏與王賢誌爆賽果指他倆合共贏得4萬
元，何守信亦贏到6千元，至於牛津大學畢業的林
作竟「捧蛋」，令人大跌眼鏡。對於致勝之道，王
賢誌坦言善用錦囊是拿到高獎金的秘訣，但奈何
「打電話問朋友」的時候，朋友竟沒接電話，令他
倆失去錦囊協助。朱慧敏則指今次多問有關地理
題，她也不懂，都是靠拍檔王賢誌，不過現場氣氛

的確很高漲玩得好開心。
「金牌司儀」何守信（何B）特意返港來參加這

場慈善名人賽，他給予主持陳志雲的表現相當高
分，更讚對方具深度，記性又好，窒人都能做到莊
諧並重，絕對是位高手。志雲反過來說一直視何守
信為偶像，簡直是「神級司儀」，所以在何B面前
自己確實表現得有點緊張。但何B卻對今次賽果未
感滿意，主要是去到保險線第一題已經全場觀眾都
不懂答案，他笑說：「好彩題目不是由志雲出的，
否則會鬧死他，題目難到令我覺得好醜呢！」志雲
帶笑說：「最令人失望是林作，只顧撩隊友崔碧
珈，全程在分心！」
昨晚錄影第二、三集的嘉賓有陳友、鄧兆尊及
雨僑等，談到梁思浩擺兆尊與母親祥嫂上枱，指邀

得兩位「世仇」上亞視直播節目，兆尊表示認識思
浩多年知他為人，說話總是誇張十倍，所以也沒問
題。提到觀眾期待他跟祥嫂同場，兆尊答謂：「你
哋期待啫，但我做不到嘛！這個角色好辛苦的，我
做不到！」兆尊坦言跟祥嫂之間並沒問題，現有電
話聯絡並非仇人，他帶笑說：「如果思浩有本事叫
到祥嫂上節目，我咪上囉，我份人最識分尊卑，會
聽大人講的說話！」不過兆尊強調思浩至今尚未有
找過他們亮相其節目。

參加《百萬富翁》何守信呻被題目難倒失威

■■生力軍金獎得主顏卓靈生力軍金獎得主顏卓靈((左左))勁歌熱舞勁歌熱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方皓玟在社交網宣佈有喜後，前
晚首度公開露面出席《叱咤》
頒獎禮，更奪得「唱作人銅
獎」及「我最喜愛的女歌
手」，喜上加喜的她禁不住
說是BB好腳頭！

愛靚的她腳踏6吋高跟
鞋現身，其後到慶功宴才
換回平底鞋，說到她得
「唱作人銅獎」，她笑言
因開場時剛看完謝霆鋒的
演出，未來得及回神便
被叫上台，但好開心。
之後她再奪「我最喜愛
的女歌手」，她直認是
BB腳頭好，很多謝他，
覺得最難能可貴是一起攞
獎，將來可以講給孩子
聽，說到她以41票之差未
能獲「我最喜愛的歌曲大
獎」，她並沒替自己不值，
因覺這些獎如同天賜給你沒

分別，又大讚《長相厮守》很好聽
值得攞獎。問她已向老公報喜？她
說：「還未，未有時間，但已收到
不少朋友祝賀短訊。」懷有男B的
她暫時無暈無嘔未有害喜情況，也
不會刻意休息，透露預產期7月，會
在香港生B。

霆鋒Eason

現身表演
最驚喜克勤首奪金獎克勤首奪金獎

多謝叱咤成人之美
多謝叱咤成人之美

方皓玟讚BB好腳頭

■■懷孕的方懷孕的方
皓玟仍腳踏皓玟仍腳踏
66 吋 高 跟吋 高 跟
鞋鞋。。

香港文匯報訊呂良偉首度擔
任「位元堂安宮牛黃丸」代言
人，並拍攝一輯氣派十足的廣
告。其間呂良偉透露在困難時
曾得過一位恩師的幫助，「我
一生都很感激李家鼎師父，他
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出手幫助
我！當年在藝員訓練班剛畢
業，TVB沒有跟我簽約，表示
像我這樣的演員有很多，要留
待觀察。李師父得悉後致電問
我是否很想做演員？我答當然
想，自己用了十個月去努力學
習，很希望在這行有所發展。

李師父聽罷便說『好！我幫你
上去講！』之後TVB就跟我簽
約，所以真的很感謝他！」

呂良偉一生感激李家鼎

■■4646,,000000元獎金全數捐出作慈善之用途元獎金全數捐出作慈善之用途。。 ■■呂良偉呂良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