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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李慶全）2018 年度樂壇最後一個音樂頒獎禮《2018 年度勁歌金
曲頒獎典禮》昨晚舉行完畢，張敬軒四度奪得最受歡迎男歌星、包辦勁歌金曲金獎《百年樹木》
及三首金曲、菊梓喬首度奪最受歡迎女歌星。無綫「親生仔」周柏豪與來拍特輯的張敬軒齊齊豐
收捧獎而回，而菊梓喬眼眨淚光首度捧起最受歡迎女歌星獎及三首金曲，爬過一姐吳若希頭。
攝影：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勁歌》為樂壇成績表
「埋尾」

張敬軒膺年度最終大贏家

2018 年樂壇派發的成績表，張敬軒於中文金曲奪
總結4 獎、叱咤奪
3 獎、新城勁爆奪 3 獎及勁歌金曲奪 5.5

獎共獲15.5獎，成為年度最終大贏家，沒出席勁歌的謝安
琪於中文金曲奪 3 獎、叱咤奪 3.5 獎、新城勁爆奪 2 獎共
8.5 獎也有不俗的成績，同樣缺席的容祖兒今年退下火
線，僅獲勁歌半首廣告歌，連同中文金曲、叱咤頒發 2 個
獎項共得2.5獎。

連詩雅自封「連姐」
頒獎禮大會司儀有麥美恩、區永權、許文軒，頒獎及表
演嘉賓則有胡楓、薛家燕、王祖藍、John Laudon、連詩
雅、王梓軒及 dR.X。連詩雅去年底轉會星夢，她很高興
首次可以參與勁歌，因舊唱片公司有版稅問題令她未曾出
席過勁歌，所以昨晚好開心見齊同門。
談到新公司已有菊梓喬和吳若希兩位一姐，她即笑說：
「我是連姐，負責斟茶遞水。」不過她坦言轉了新公司有
很多新挑戰，最近就與黃翠如及林文龍合作拍劇，像新人
有新開心，但今年她會專注唱歌方面，希望與兩位
一姐合唱一些講女仔心事的歌曲。
吳業坤即將於四月舉行一場紅館演唱會，他
希望憑此答謝歌迷的支持，不過他坦言擔心門
票售況，因之前也有多位歌手開騷，但仍希望
歌迷拆利是來支持他。提到他近來頻頻操肌，
坤哥笑言的確也想在演唱會上騷肌，因上次
他只穿假肌肉衫，今次希望自己三點可
以露兩點給大家看。另談到許廷鏗笑言
在個唱不穿內褲，坤哥即大反應笑說：
「吓，咁大尺度？我對他真要另眼相
看！到時也參考他一下，現先用我兩
點去大他。」不過他覺得歌衫最重要
是穿得好看和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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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勁歌金曲頒獎典禮
得獎名單
勁歌金曲獎
《烏托邦》周柏豪 《遙不可及》胡鴻鈞
《男人背後》周柏豪 《太難開始》胡鴻鈞
《你帶着我的青春離去》JW王灝兒 《有了你》譚嘉儀
《騎膊馬》泳兒 《無悔無愧》胡定欣
《飛蛾撲火》菊梓喬 《神不守舍》吳業坤
《只想與你再一起》菊梓喬 《無畏的肩膊》鄭俊弘

■ 鄭俊弘自彈自唱
《無畏的肩膊
無畏的肩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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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張敬軒 《忍》林欣彤
《天才兒童1985》張敬軒 《獻醜》洪卓立
《無常春秋》吳若希 《但願人長久》菊梓喬
《別再記起》吳若希 《百年樹木》張敬軒
勁歌金曲金獎 《百年樹木》張敬軒
最受歡迎女歌星 菊梓喬
最受歡迎男歌星 張敬軒

吳若希答謝台下老公
田蕊妮獲頒傑出表現獎金獎，她上台領
獎時也表現驚訝說：「吓，好 surprise，
好開心，但我的表現不傑出，只是宣傳同
事傑出，我是出得最少力，我要更加努
力，希望明年可以再來。」銅獎得主石詠
莉則在台上多謝老公鄧健泓，於 15 年鼓勵
她再做歌手。吳若希獲兩首金曲獎講感受
時表示自己休息了一輪再出席勁歌，她於
多謝唱片公司班底時，司儀麥美恩指坐
在觀眾席來支持她的老公，才笑笑口說：
「多謝何兆鴻先生！」
王梓軒及 dR.X 引領 18 年新人 rap 歌大
合唱，眾歌手為此演出排練兩個星期。
之後到胡楓和薛家燕 rap 歌再頒新人獎，
謝文欣哭講感受。全晚共頒發 46 個獎
項，今年新增設人氣王大獎、最受歡迎
網絡歌星、年度最佳進步獎及勁歌金曲
■ 田蕊妮獲頒傑出表現
唱片銷量大獎四項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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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演繹女歌星 吳若希
最佳演繹男歌星 胡鴻鈞
最受歡迎網絡歌星 菊梓喬
人氣王大獎 周柏豪
最受歡迎新人獎 戴祖儀、曾樂彤、謝文欣
傑出表現獎

（金）田蕊妮（銀）譚嘉儀
（銅）Sukie S石詠莉

年度最佳進步獎 （金）許靖韻（銀）伍富橋（銅）鄭世豪
最佳樂隊金獎 Supper Moment
最佳跳唱組合金獎 Super Girls
最佳舞台演繹歌曲金獎 《開心節》鍾舒漫
最佳廣告歌曲金獎 《5 Make a Beat》容祖兒、張敬軒
■王梓軒引領
王梓軒引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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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人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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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劇獲各界友好捧場

馬浚偉得小美傾力相助
香港文匯報訊 馬浚偉（馬
仔）自編自導自演的舞台劇
《生前約死後》自公演以來反
應好，每場都有來自各個界別
的好朋友捧場，而他們均是自
掏腰包購票以示支持，著名填
詞人小美，以及劉心悠、向海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中) 嵐更異口同聲全力推介，令馬
仔大為感動。
前來捧場。
小美與馬仔結緣就如馬仔形容
是文人相交，惺惺相惜，去年馬
仔主持電台節目《偶然．馬浚
偉》，小美罕有地接受了他的詳
盡訪問，就是出於她對馬仔的欣
賞和愛錫。去年事忙，錯過了
《偶然．徐志摩》，今回再不能
錯過馬仔的第二個舞台「BB」
《生前約死後》了，小美在其網
上談及觀劇感受，坦言入場前心
■小美喜見馬仔走出陰暗幽谷。

■奪新人獎的謝文欣哭成淚
人。

情既忐忑又期待，因為深知馬仔
喪母致患上抑鬱症這段傷痛經
歷，但見到他最終能正視及掀
開這份傷痛、赤裸地呈現人
前，足證他已完全自陰暗的幽
谷走出來，透過戲劇鼓勵他人
面對生離死別，發放非常正面
的能量。
她更全力支持馬仔將此劇拍
成電影，打算介紹有實力的電
影工業者給予實質意見和幫
助，而她亦答應為馬仔 11 月舉
行的個唱主題曲填詞，以實際
行動表達心意。
馬仔非常感謝小美 CEO 的支
持及鼓勵，即時以其填詞的
《幾許風雨》回應她的關愛，
一切早在心中，更盡在不言
中。

■張衛健稱
演大帥哥壓
力甚大。

最佳合唱歌曲金獎 《背後女人》楊千嬅、周柏豪
《忘記我自己》菊梓喬、
《到此一遊》胡
鴻 鈞、
《C AGAIN》鄺 美 雲、
《15 FIF勁歌金曲唱片銷量大獎
TEEN》陳 潔 麗、《THE HAT TRICK》
Sukie S石詠莉

拍一套劇需要醞釀能量

張衛健已把最好的奉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劇集
《大帥哥》眾演員包括張衛健
（Dicky）、洪永城（Tony）、楊秀惠
及蔡思貝等人前晚相約飯局一起看結
局，秀惠、思貝和徐榮見到飾演「馬
炭」的 Tony 已按捺不住要掌摑他，懲
罰他在劇中壞事做盡，連Dicky也笑言
Tony今次死梗。Tony坦言「馬炭」一
角是他入行以來演得最乞人憎，但又最
受觀眾歡迎的角色，試過被街坊用粗口
問候，女友也收到不少朋友訊息，要求
她出手代勞懲罰馬炭。對於楊秀惠、蔡
思貝和譚凱琪三位姨太集網民之力，達5
萬讚好數即向 Tony 報復，Tony 表示會
做找數真漢子，要做一個有承擔的男
人，任由三位姨太太折磨，就算嬲都只
會收埋在心中不說出來。
洪
第 24 集《大帥哥》天嬌被殺一集錄得
■楊秀惠和蔡思貝「掌摑」
31.8
點高收視，而總點擊率已超過 6.4
永城。

億，Tony 透露下周公司會舉行慶功宴，
他笑道：「《大帥哥》暫時是 2019 年最
高收視的劇集，雖然是新一年第一套
劇，如果放在2018年都不會差。」

滴酒不沾不被騙簽約
見Tony帶備香檳到來，他笑言要灌醉
Dicky 乘機騙他簽約無綫再拍劇，Dicky
就說：「洪永城幾時做了高層？我滴酒
不沾唇，打死也不飲，對上一次飲酒已
經是蘇永康結婚，我個醉樣十足十非洲
豬一樣。」雖然大家也想Dicky再拍劇，
但他表示拍一套劇要醞釀能量，說：
「體力還是其次，是腦袋要Refresh，Refresh 完也不一定有靈感，要等我再沉澱
一下，看看有否機會。」Dicky稱演大帥
哥對他壓力甚大，因為外界抱住看經典
的態度來，現在播完他也很開心，因為
已將最好的張衛健奉獻給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