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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獲「最受歡迎女歌星」眼泛淚光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2018

年度樂壇最後一張成績表《勁歌金曲頒

獎典禮》前晚順利頒發各個獎項，張敬

軒包攬「最受歡迎男歌星」、「勁歌金

曲金獎」、「最佳廣告歌曲金獎」及三

個「勁歌金曲獎」成為大贏家，連同之

前三個電台的頒獎禮，軒仔共贏得15.5

個獎項，榮膺「歌王」。首獲「最受歡

迎女歌星」的HANA(菊梓喬)獲師姐吳

若希(Jinny)點名明年繼續拿獎。

首獲
「最

受歡迎女歌星」的菊
梓喬，連同「勁歌金曲

唱片銷量大獎」、三首「勁
歌金曲獎」及「最受歡迎網絡

歌星」，共贏得六個獎，成績比同
門師姐吳若希更好。名正言順登上

「一姐」之位的HANA，更獲師姐Jinny
點名明年繼續拿獎，她聞言推說只是講
笑，也多謝Jinny支持她，她也沒想過會贏
得女歌星獎。見她台上致謝時眼泛淚光，
HANA說：「我不可以喊，因為自己有個
結，希望有生之年可以開到演唱會，要保
持這團火到時候一次過釋放出來。」有指
「最受歡迎歌星獎」再次分拆男、女歌
星獎項，造就HANA成功上位，她說：
「這些就不清楚，要問回公司。」

吳若希讚胡鴻鈞唱歌零差錯
只獲三個獎的吳若希對成績滿意，
也預計到HANA會拿「最受歡迎女歌
星」，她說：「投票結果好清晰，她
是拋離其他當選，好替她開心，而且
她好鍾意唱歌，連我都自愧不如，她
是值得獲獎。」Jinny又稱最開心與胡
鴻鈞一同奪得「最佳演繹男、女歌
星」，大讚對方唱歌是零差錯，沒有
任何甩漏，一同得獎也代表拉高她
的水準。對於分拆男、女歌星獎造

就HANA上位，Jinny直認道：
「造給她都好應該，始終是自己公司人，她的歌又
當紅，沒有幾多位香港歌手MV可以隻隻都過百萬
點擊率。」笑指Jinny要拱手相讓一姐之位，她坦言
一姐有很大壓力也不想做，她只做家中的一姐。前
晚Jinny老公也在現場，Jinny表示感激老公放棄住了
30多年的澳門，搬來香港和她一起生活，老公與老
闆兩位姓何之人，都是她生命中好重要的人，老闆
在工作上給予很多指導，老公就在生活、感情和精
神上給予支持。

軒仔自掏腰包慶功
單計《勁歌》已獲5.5個獎的軒仔，笑言得獎要多

謝大家畀面，軒仔說：「2018年是超額完成任務，
也是拎最多獎的一年，入行15年拎15.5個獎，多了
半個出來。」不過，軒仔未有被勝利沖昏頭腦，指
新一年就重新洗牌，要繼續畀心機做好音樂，雖然
行業被指不景氣，但其實競爭仍然很大。至於如何
慶祝做歌王，軒仔稱本周會自掏腰包六位數，設慶
功宴慰勞公司同事。笑問會否以古天樂做目標挑戰
歌影視大滿貫，軒仔笑道：「我都是唱歌吧，平時
拍古靈精怪的短片就可以，但電影就是另一回
事。」另外，軒仔又澄清他租住的古宅並非20萬
月租，因為租住條件包括與香港大學一起做保育，
在保養、修葺都要花很多費用。會否覺得古宅很旺
軒仔事業，他表示租用決定權在港大手中，他簽了
兩年約也快滿期，不知港大會否繼續租給他。笑指
他感情方面是否也「保育」，他笑道：「我份人
好專一、好念舊。」

林欣彤抱恙上陣唱歌
因聲帶受損休養多時的林欣彤（Mag）前晚首度
公開獻唱，雖然高音位仍有瑕疵，她表示因感冒所

致有
聲沙，不想打
開聲針只好盡力唱。
雖然抱恙上陣唱歌，但原
來唱到一半時電視卻轉賣廣告，
Mag表示不知情，笑言大家可以網
上重溫，之後她也開始回復正常工作，
到內地登台及再入紙申請開演唱會。得四
個獎的胡鴻鈞繼去年再一次壓倒周柏豪，他開
心地表示2018年是大豐收，完美地畫上句號，
但不想與柏豪做比較，認為輸贏不是計較獎項數
量，最重要大家都繼續努力唱好歌。笑指他矛頭是
否直指張敬軒男歌星地位，胡鴻鈞
說：「沒有想過，如果可以和
軒仔合作已經無憾，是我自
己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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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王晶與女兒王子
涵、湯鎮業、秦沛、張慧儀、吳業坤等人昨日宣傳
新劇《荷里活有個大老千》，現場送出金豬給觀眾
提早賀新年，而陳雅思也成為幸運兒抽中金豬。
劇集監製王晶日前拉頭馬兼中3T巨額彩池，他
表示由五人夾份投注只中百多萬彩金，每人實際只
分到廿多萬，但總算在新一年有好開始。女兒王子
涵笑稱已叫爸爸請吃飯，甚至一日三餐由他負責。
對於新劇拍攝完一年才播映，王晶解釋因要配合先
播在內地簽約同播的劇集，沒有與內地同播的《荷
里活》劇就安排現在推出，問到他女兒表現如何，
他說：「今次角色啱她做，希望她合格，我睇是沒
用的，因為總有偏見，觀眾意見才是重要。」王子
涵也稱《荷里活》劇是她入行以來最重戲份的一
部，劇中多位前輩都很照顧她，尤其鄭則士像她另
一個爸爸一樣，因為對方女兒年紀與她相若。王晶
就笑指原本要求鄭則士代他督促一班新人，省到他
們「立立令」，怎料對方仍是循循善誘，但的確教
曉一班新人做戲和做人的道理。

張慧儀性感演出留新晉女演員
繼《守護神之保險調查》，觀眾可在兩線劇中見

到湯鎮業的影子，他表示新劇角色是延續電影《追
龍》中「顏童」一角，笑指電影中他的戲份被刪去
不少，今次王晶在電視劇中補償給他。問到新一年
會否多留港工作，湯鎮業笑道：「過年後要返內地
開工，香港人未必鍾意我，內地觀眾鍾意我多些，
因為自己太耐不在香港，香港留給阿苗（苗僑
偉），在香港要拍好多部才儲到觀眾，我沒有這些
時間，所以他好成功。」湯鎮業笑言自己生活低調
花費不多，說：「等阿苗辛苦啦，香港拍劇要喼弗
和體力好，我鍾意食，學黃日華得閒就拍下已經好
好。」
劇中飾演跳舞老師的張慧儀表示不用賣弄性感，

笑言性感留給新晉女演員，不過她開心成為鄭則士
和湯鎮業的爭寵對象，笑言現實中一定沒人會爭
她，說：「他們兩個男人都好鍾意我，所以恩怨情
仇都因我而起，我不知幾想現實中會發生在我身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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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芯趁沖涼練歌

香港文匯報訊「 SAA人狗同樂
百萬行2019閉幕禮」昨日於欣澳
舉行，出席藝人包括宣萱、莫可
欣、杜如風、小婷Tiffany、白健
恩等。宣萱帶了3隻愛犬到場，
宣萱透露7歲的Lok Lok是剛領
養兩個月的狗狗，之前接受身體
檢查時發現佢患癌，現時已經做
咗手術切除癌細胞，又畀愛犬服

用靈芝及綠茶調理身體，每月花
費約千元，是有限錢。
講到左腳拗柴受傷情況，宣萱

表示有睇醫生，嚟緊與老友古天
樂演出《尋秦記》電影版。問到
可有恭喜對方歌、影、視大滿
貫？宣萱大笑爆料：「有呀，佢
話要唱歌畀我聽。約咗成班朋友
同佢慶祝，仲話我們鍾意畀人虐

待。（拍片？）私下
分享，幾開心。（支
持佢唱返歌？）唔支
持，因為知唱歌唔係
佢 首 選 ， 玩 吓 就
OK。」

宣萱約古天樂慶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
胡杏兒與陳智燊昨日出席新春活
動，兩人在現場學整賀年糕點，
並與小朋友玩遊戲。杏兒透露近
日在橫店開工拍劇，因有家室，
所以已向劇組請假十日，將會回
港過年，又會親自炮製蘿蔔糕，
今年想挑戰整紅色蘿蔔糕。身為
鄰居的陳智燊笑說：「不如你送

一底給我，我幫你清潔。」
杏兒準備帶囝囝拜年，她笑
說：「已教他請請，所以會攞定
福袋幫他討利是。」同時希望
「胡說八道」一班姊妹能齊人在
港過新年。而新手爸爸陳智燊亦
有請教杏兒如何幫囝囝𢭃利是，
笑言：「我抱住囝囝，幫佢講新
年快樂，但他現時未懂得請
請。」杏兒即提水說可以買前面
有袋的賀年衫，第一年應該收穫
不錯。原來陳智燊已為囝囝準備
好紅色衫，到時出動四處去拜
年。他謂：「囝囝出世沒多久，
我和太太試過出埠，那時很不捨
得喊住同BB視像，所以今個新
年一定會留港陪BB，新年流流不
想太過傷感。」

胡杏兒教囝囝絕招𢭃利是

胡杏兒胡杏兒 陳智燊陳智燊

李佳芯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李思穎李思穎））
李佳芯李佳芯(Ali)(Ali)昨日出席農曆新年揭昨日出席農曆新年揭
幕活動幕活動，，除了跟粉絲大玩賀年遊除了跟粉絲大玩賀年遊
戲戲，，更即場獻唱歌曲更即場獻唱歌曲，，不過現場不過現場
音響幾乎蓋過她的聲音音響幾乎蓋過她的聲音，，AliAli表示表示
首歌有難度首歌有難度，，已經盡力已經盡力。。AliAli透透
露露：「：「之前有躲在家趁沖涼時練之前有躲在家趁沖涼時練
歌歌，，媽咪說我有這種習慣媽咪說我有這種習慣，，以前以前
細個練琴一樣躲來起戴住耳筒細個練琴一樣躲來起戴住耳筒
練練，，因為我好怕醜因為我好怕醜，，以前好自閉以前好自閉
很靜很靜，，不喜歡說話和接觸陌生不喜歡說話和接觸陌生
人人，，同學笑我是鬼同學笑我是鬼，，沒有聲音和沒有聲音和
體溫體溫，，完全不覺得有我的存在完全不覺得有我的存在。。
((這種性格這種性格，，為何會入行為何會入行？？))緣分緣分，，
之前是做模特兒影相之前是做模特兒影相，，旅遊節目旅遊節目
主持主持，，後來拍劇什麼都要做後來拍劇什麼都要做，，開開
拓了自己的人生拓了自己的人生，，變成非常唔知變成非常唔知
醜的醜的AliAli，，哈哈哈哈。」。」
說到她的演技獲男友陳炳銓讚說到她的演技獲男友陳炳銓讚
持續有進步持續有進步，，AliAli甜笑說甜笑說：「：「他入他入
行比我早行比我早，，是我前輩是我前輩，，又是導師又是導師
級級，，很專業很專業，，得到同行人認同是得到同行人認同是
開心事開心事，，不過他無當面讚過我不過他無當面讚過我，，
就算之前攞獎都無讚我就算之前攞獎都無讚我，，所以好所以好
開心開心，，一陣致電他問吓係咪一陣致電他問吓係咪
先先。」。」

AliAli在即將來臨的農曆新年在即將來臨的農曆新年，，估估
計會有假放計會有假放，，但視乎公司有否其但視乎公司有否其
他安排他安排。。問她會否到男友陳炳銓問她會否到男友陳炳銓
的的「「陳家陳家」」拜年拜年，，她裝傻說她裝傻說：：
「「我媽咪都姓陳我媽咪都姓陳，，每年都到陳家每年都到陳家
拜年拜年。。((男友家男友家？？))我未試過去他家我未試過去他家
拜年拜年，，通常都是約食飯通常都是約食飯，，他同樣他同樣
沒來過我家拜年沒來過我家拜年，，我從來沒帶過我從來沒帶過
異性回家拜年異性回家拜年。。((炳銓炳銓
將會是第一個將會是第一個？？))不不
知了知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
吳鎮宇、袁詠儀、張達明等主演的
喜劇《家和萬事驚》昨日在廣州舉
辦首映發佈會，主角之一的古天樂
因缺席關係，大會便準備了古仔的
人形紙板和大家一起合照。
當眾人上台分享煩惱事，鎮宇和

靚靚便互窒大放笑彈，靚靚指鎮宇
最大煩惱是「太靚仔」，鎮宇笑指
靚靚最煩是屋企太大，由睡房去浴
室都要坐的士，靚靚搞笑回應：
「我家中是用高爾夫球車，不是的
士。」玩遊戲時，鎮宇不忘整蠱靚

靚，在對方寫給老公的家書中填上
「祝你豬一樣」，而他在自己的家
書中寫了「在過去一年裡，費曼花
了自己很多錢，新的一年裡，希望
兒子能一夜暴富，早日找到工
作」，引發現場爆笑。靚靚就希望
老公張智霖可以暴瘦十斤，財色兼
收，兩人不停製造笑料，合照時互
相擺出可愛甫士鬥搶鏡。
受訪時，鎮宇和靚靚表示已經好

耐無合作，不過鎮宇和張智霖便經
常合作，靚靚謂：「我都經常去探
班。」靚靚又透露片中演師奶角
色，所以身材需略胖，但她沒有刻
意增肥，只是沒減肥便可以。說到
農曆新年將至，靚靚透露會出外度
歲，但目的地則要保密，至於鎮宇
大有機會新年要工作中度過，因有
部電影可能跨年拍攝，靚靚笑問鎮
宇新年開工有否雙工，鎮宇裝作正
經說：「我支持香港電影，一定要
三工，因香港很重視節日，內地就
月薪計，所以節日開工也是一樣，
不會有雙工或三工。」

鎮宇靚靚互窒放笑彈

■宣萱、莫可欣、杜
如風、小婷Tiffany、
白健恩等帶愛犬出席
活動。

吳鎮宇吳鎮宇 袁詠儀袁詠儀

■王晶與女兒王子涵、湯鎮業、秦沛、張慧儀、吳業坤等宣傳
新劇《荷里活有個大老千》。

■■胡鴻鈞奪得胡鴻鈞奪得
「「最佳演繹男歌最佳演繹男歌
星星」」獎獎。。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吳若希吳若希（（右右））表示一早預計到表示一早預計到HANA(HANA(左左))會拿會拿「「最受歡迎女歌星最受歡迎女歌星」。」。

■■吳若希老公吳若希老公

（（左左））專程支持專程支持

老婆老婆。。

■■因聲帶受損休養多因聲帶受損休養多
時的林欣彤首度公開時的林欣彤首度公開
獻唱獻唱。。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張敬軒成為樂壇張敬軒成為樂壇
大贏家大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