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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張栢芝近月秘密誕下第3胎，但
BB生父的身份一直成謎，更傳BB生父是栢芝的
前夫謝霆鋒，還指二人將會復婚！雖然霆鋒之前
已透過經理人回應傳媒澄清傳聞，但眼見傳聞繼
續傳得沸沸揚揚，昨日霆鋒親在微博否認其事，
並明言與王菲的感情穩定。
霆鋒透過微博表示：「對於近日關於本人一切

匪夷所思的傳聞，令人看見咋舌。本人感情生活
穩定，我亦只是Lucas 及 Quintus的爸爸，亦必
定會盡心盡力做好這爸爸的責任。希望各位不要
再助長謊言發酵，這些無稽的傳言，亦相信會對
這新生孩子的真實的親父造成困擾，懇求大家停
止傳播謠言，讓孩子們能夠在真實及健康的環境
下成長。謹此一提以後不再回應，謝謝。」

香港文匯報訊萬希泉創辦人
及總裁沈慧林（William）與日
本萬希泉董事中川輝獲日本藝術
大師兼HANDA Watch World
創辦人深見東州邀請到東京，與
奧斯卡影帝尼古拉斯基治
（Nicolas Cage）一同出席活動
及共進晚餐。
活動上，尼古拉斯基治提到自

己的心路歷程，以及家庭對他的

影響。他生於演藝世家，有不少
親屬亦從事演藝事業，為免被人
覺得他是靠人脈關係在娛樂圈發
展，故以藝名尼古拉斯基治進軍
影壇，憑着個人努力及精湛的演
技，於影壇大放異彩。難得與奧
斯卡影帝作近距離接觸，Wil-
liam向對方送上品牌的星球大戰
系列腕錶，並介紹自己創立的香
港陀飛輪品牌。尼古拉斯基治喜

出望外，更急不及待把腕錶戴到
手上，笑言：「我一定要給這腕
錶《星球大戰》導演佐治魯卡斯
（George Lucas）看！」Wil-
liam坦言自己看過不少尼古拉斯
基治主演的電影，當中最欣賞由
香港導演吳宇森執導的《奪面雙
雄》，尼古拉斯基治亦指該電影
是他電影生涯中，其中一部非常
滿意的作品。

香港文匯報訊「2018全球華語歌曲排行榜」獎項結果昨公佈。容祖
兒則憑6個獎項，包括「最受歡迎女歌手獎」、「五大最受歡迎女歌手
獎」、「最佳舞台演繹女歌手獎」、「全能藝人獎」、「最受歡迎對唱歌曲
獎」以及「年度二十大金曲獎」，與林俊傑共同成為應屆大贏家。
香港歌手亦有傑出表現，勇奪共27個獎，包括︰「最受歡迎女歌手獎」（容祖

兒）、「最佳男／女歌手獎」（陳奕迅／Gin Lee 李幸倪）、「五大最受歡迎男／女
歌手獎」（李克勤、陳奕迅／容祖兒、莫文蔚、Gin Lee李幸倪）、「地區傑出歌手大
獎（香港）」（JW王灝兒）、「最佳舞台演繹女歌手獎」（容祖兒）、「最受歡迎創作
歌手獎」（方大同）、「最受歡迎組合獎」（Twins）、「最受歡迎樂隊獎」（Dear

Jane）、「全能藝人獎」（容祖兒）、「最佳專輯獎」（陳奕迅
《C'mon in~》）、「最佳編曲獎」（Dear Jane／容祖兒
《心之科學》）、「最受歡迎對唱歌曲獎」（容祖
兒、Twins《全副舞裝》）。「年度二十大金曲
獎」中更有半數為香港歌曲，包括︰陳奕迅
《漸漸》、謝安琪《人妻的偽術》、莫文蔚
《慢慢喜歡你》、容祖兒《心之科學》、
薛凱琪《520》、謝霆鋒《異想天
開》、李克勤《失魂記》、Gin Lee
李幸倪《自我感覺還好》、鄭欣
宜《黑彩虹》及劉卓軒《太
陽》。

「全球華語榜」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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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勁爆頒獎禮2018主要得獎名單
勁爆歌曲

《認真如初》陳柏宇

《老少平安》周柏豪

《停半分鐘聽一闋歌》許廷鏗

《自我感覺還好》Gin Lee李幸倪

《寧願當初不相見》Dear Jane

《半杯入魂》側田

《愛情是一種法國甜品》林二汶

《那怕最終一個人》吳浩康

《只想與你再一起》菊梓喬

《騎膊馬》泳兒

勁爆播放指數歌曲

《天才兒童1985》張敬軒

勁爆年度歌手

張敬軒

勁爆專輯

《Senses Inherited》張敬軒

勁爆演繹大獎

《人妻的偽術》謝安琪

勁爆演藝繽紛60大獎

薛家燕

勁爆至尊歌手大獎

鍾鎮濤

勁爆國語力專輯

《Afterthought》陳奐仁

勁爆國語力歌手

G.E.M.鄧紫棋

勁爆國語力歌曲

《倒數》G.E.M.鄧紫棋

勁爆男歌手

陳柏宇 /周柏豪 / 許廷鏗

勁爆女歌手

謝安琪 / Gin Lee李幸倪 / 鄭欣宜

勁爆樂隊

Dear Jane / Supper Moment / ToNick

勁爆組合

Robynn & Kendy / Super Girls / Lil' Ashes小塵埃

勁爆唱作人

側田 /林奕匡 / AGA江海迦

勁爆合唱歌

《(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和浴室》古天樂/謝安琪

《不枉》沈震軒/享樂團/莫凱謙

勁爆我撐歌手

吳業坤

勁爆我撐歌曲

《凱旋門》吳業坤

勁爆我撐新人

黃妍

勁爆躍進歌手

梁釗峰 / 鄧小巧 / 鄭融 / 鍾舒漫 / 許靖韻 / 胡鴻鈞 /
布志綸 /Sukie S石詠莉 / MastaMic

勁爆新人

洪嘉豪 /曾樂彤 / 戴祖儀

今年《勁爆》的主題口號是「音樂蛻
變生命」，表揚歌手們除了製作精

彩及出色音樂作品外，希望他們藉音樂
和歌聲的力量，享受音樂本身帶給觀眾
的樂趣，給樂迷響起好歌，散發正能
量。頒獎禮開始後，先由表演嘉賓蘇永
康出場獻唱多首經典廣東歌、國語歌，

有份出席的歌手隨即站立以示支持，替
整晚頒獎禮預熱氣氛。
周柏豪打響頭炮先憑《老少平安》拿

第一首「勁爆歌曲」獎，他在台上表示
這首歌表達到他內心所有想講的事，人
愈大想得到的就愈簡單，最重要開心快
樂健康，並祝大家新年快樂，老少平
安。第二首歌曲獎則是林二汶的《愛情
是一種法國甜品》，她表示音樂製作過
程是接力賽，她只是最後一棒代表團隊
上台領獎，並稱歌曲對她很重要，會用
心在任何地方唱給大家聽。第三首歌曲
獎到泳兒的《騎膊馬》獲獎，她表示今
年只派了一首歌，但歌曲對她很有意
義，因為是作曲人Bert的親身經歷故
事。

古天樂首贏合唱歌獎
第二位表演嘉賓MC Jin出場freestyle

一段hip hop歌，他記得十年前來港發
展，當時也是表演hip hop，但音樂一開
始就見觀眾離座上廁所，他知道hip hop
在香港發展是很困難的挑戰，但十年來

一直享受這個過程。大會之後特別頒發
「卓越hip hop表現獎」表揚MC Jin，
而他也隨即揭曉並頒發新人獎給三位得
獎者曾樂彤、洪嘉豪和戴祖儀。
今年「勁爆男歌手」分別是陳柏宇、

周柏豪和許廷鏗，「勁爆女歌手」則是
謝安琪、李幸倪和鄭欣宜。過往是頒獎
禮常客的陳奕迅、容祖兒、楊千嬅和李
克勤今年都捧蛋而回，未知是否與缺席
頒獎禮有沒關係，張敬軒也順理成章贏
得「勁爆年度歌手」，連同「勁爆專
輯」和「勁爆播放指數歌曲」獎，軒仔
奪三獎成為全晚大贏家。

國語歌曲方面，鄧紫棋憑《倒數》贏
得「勁爆國語力歌曲」獎，個人同時獲
取「勁爆國語力歌手」獎，成功冧莊。
大會也特別頒發「勁爆演藝繽紛60大
獎」給薛家燕，慶祝她入行60年，而鍾
鎮濤也獲「勁爆至尊歌手大獎」。在影
壇獲獎無數的古天樂，今年憑與謝安琪
合唱的《（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和浴
室》首次贏得「勁爆合唱歌」獎。

新城頒獎禮新城頒獎禮 5959獎獎「「出爐出爐」」

周柏豪先拔頭籌周柏豪先拔頭籌
張敬軒做大贏家張敬軒做大贏家

新城頒獎禮 59獎「出爐」

周柏豪先拔頭籌
張敬軒做大贏家

新城頒獎禮 59獎「出爐」

周柏豪先拔頭籌
張敬軒做大贏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吳文釗）今年香港樂壇第二張成績表《新城勁爆頒獎禮

2018》昨晚於灣仔會展舉行，整個活動合共頒發59個獎項予歌手，比去年61個有所減

少。結果張敬軒全晚獲3個大獎，分別是「勁爆年度歌手」、「勁爆專輯」、「勁爆播

放指數歌曲」獎成為大贏家，緊隨其後是陳柏宇、周柏豪、許廷鏗、吳業坤各有兩

獎。女歌手方面，謝安琪獲兩個半獎，分別是「勁爆演繹大獎」、「勁爆女歌手」

和與古天樂合唱的「勁爆合唱歌」，而李幸倪、鄧紫棋也獲兩獎成績不俗。

攝影：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吳業坤奪得兩獎吳業坤奪得兩獎。。

■吳浩康(左)與陳奐仁鬼馬合照。

■許廷鏗在台上發感言。

■謝安琪出席新城頒獎禮親自領獎。

■■洪嘉豪洪嘉豪、、曾樂彤和戴祖儀曾樂彤和戴祖儀
奪奪「「勁爆新人勁爆新人」。」。

■周柏豪《老
少平安》先拔頭
籌，他亦勇奪「勁
爆男歌手」獎。

■■蘇永康獻唱蘇永康獻唱
多首經典歌多首經典歌。。

■■久未在港亮久未在港亮
相 的相 的 MC JinMC Jin
表演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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