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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年度樂壇盛事 2019 Billboard 音樂頒獎禮於香港時間 5 月 2 日在拉斯維加斯舉行，加拿大天王 Drake 成為今年的最大贏
家，一舉奪下最佳藝人、最佳男歌手及最佳專輯等 12 項大獎，生涯總共累計 27 座獎項，正式成為 Billboard 史上獲獎最多的藝人。韓國男
團 BTS（防彈少年團）也在 Billboard 奪兩獎，當中包括拿下最佳團體獎，一步步刷新亞洲樂團在全球樂壇的紀錄！

美國Billboard音樂頒獎禮於香港時間昨日上午
在拉斯維加斯舉行，現場星光熠熠，麥當娜

（Madonna） 、 瑪 麗 嘉 兒 （Mariah Carey） 、
Drake、Taylor Swift、Cardi B，以及韓國男團
BTS等均有出席。Taylor Swift現場演出稱霸全
球73國冠軍的最新單曲《Me!》揭開序幕。
要數今年的大贏家非Drake莫屬，他拿下
「最佳藝人」、「最佳男歌手」、「最佳
Billboard專輯榜歌手」、「最佳熱門單
曲榜歌手」、「最佳串流音樂榜歌
手」、「最佳單曲銷售歌手」、
「最佳電台播放歌手」、「最佳
饒舌榜歌手」、「最佳饒舌榜
男歌手」、「最佳專
輯」、「最佳饒舌專
輯」和「最佳串流
音樂錄影帶」共
12 個獎項。
他總共

累計27座獎項，超越了Taylor Swift，成為Billboard
史上獲獎最多之藝人。而Drake致謝辭時更在台上爆
出人氣劇集《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第八季新一集
的劇情，引起網上熱議。

麥當娜孖Maluma跳辣身舞
美國饒舌歌手Cardi B獲獎成績，僅次於Drake，
拿下6個獎項，其中包括「最佳饒舌女歌手」，作風
豪放的她更在紅地毯上激咀老公，並公然托胸晒隆胸
成果。

至於韓國男子天團 BTS 在全球樂壇聲勢銳不可
擋，今年第三度登上 Billboard 音樂頒獎禮，連續第
三年拿下「最佳社群媒體藝人」，「最佳社群媒體
藝人」由粉絲投票，而BTS在採訪時也多次表示，
能取得今天的成績，社群功不可沒。BTS 並拿下
「最佳團體」，「最佳團體」獎是由評審選出，
BTS 以韓國團體身份獲得評審青睞，力壓一同角逐
獎項的 Imagine Dragons、Maroon 5、Dan + Shay
等知名團體拿下大獎，再次寫下 K-pop 新歷史，成
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彈」。

BTS 領獎時，成員 RM 即高呼：「感謝 A.R.M.
Y.（BTS 粉絲名）！」其後他表示：「真的很難
相信我們能夠站在這個台上，能跟眾多優秀的
前輩一同獲獎。我們和 6 年前一樣，依舊懷着
相同的夢想、相同的想法，讓我們令夢想變
得更美好，謝謝。」
頒獎禮上，BTS一出現即成為現場人士的
「集郵」目標，連麥當娜和Drake都主動
走去跟BTS合照，認真魅力沒法擋。
麥當娜當日則與拉丁小天王 Maluma 緊接登場，帶來兩人的最新作
品《Medellí n》，據傳表演結
合最新 3D 電腦技術，耗資
500 萬美金（約港幣 3,900
萬元），二人更大跳
辣身舞，掀起全場
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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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蕊妮認自私 不敢生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田
蕊妮（阿田）昨日到電台宣傳新歌
《最親》，歌詞是講述與媽媽相處
點滴，她謂 MV 日前已播出，並邀
得鮑姐（鮑起靜）飾演她的媽媽，
播出後反應都不俗。
說到 MV 中鮑姐很少正面鏡頭，
阿田指是故意的，因為想用媽媽的
背影表達小朋友由細到長大經過。
問到拍攝時是否很大感觸？阿田
說：「係想送畀媽媽嘅，因為人生
中媽媽帶畀我好多，佢由患病到離

世，令我急速成長，好多事都睇得
通透咗，最幸運係媽媽離開前終於
明白同了解佢。」她有感而發指媽
媽這個角色是跟仔女最親密又矛盾
的 ，媽媽由佗住 BB 開始，就已經
什麼都給予子女，可能也因此子女
就覺得是理所當然，不會珍惜，有
時媽媽講的說話未必是子女預期聽
到的，但言語中關懷及愛是最多
的。問到媽媽對她講過最深刻的一
句說話是什麼？阿田說：「同媽咪
鬧交我都好記得，最深刻係 MV 裡

許廷鏗爆入行後曾拍散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許廷鏗
（Alfred）昨日到電台宣傳新歌《單
數》，他表示是對自己的單身宣
言：「首歌係鼓勵自己同身邊朋
友，單身都 OK，都精彩同
要自強，踏入三十一歲後
特別覺得要先照顧自
己感受，才會吸

面一句
『阿女我
已準備好』，
但我就話『但我
未準備好』，呢句係
真實對白。」問到她是
否因此而不敢生孩子？阿田
也不否認：「係，我覺得仲係
自私，冇媽咪咁偉大。」

黎燕珊準備好補拍《法證 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劉
穎鏇（Tiffany）、黎燕珊、陳婉婷等
人昨日返電視城參加《五月星辰》生
日會，有份拍攝《法證先鋒 4》的珊
姐表示已收到通知要補拍，但未知確
實開工日期。
珊姐稱每年 5 月都是她的豐收月，
因為有母親節和她的生日，說：「今
年工作都幾密，收到通知要補拍《法
證 4》，但不用去台灣拍外景。」珊
姐稱本身與黃心穎的對手戲不多，但

都是主要戲份，所以知道要重拍後，
她的角色靈魂已返回來準備。問到有
否打亂工作計劃，珊姐稱幸好沒撞上
其他工作，最重要是做好件事。5 月
20日生日的珊姐，表示身在英國讀書
的兒子已拍片送她，女兒就稱會有神
秘安排，她也安心交給女兒負責，最
重要是子女都乖和聽話。
本月 24 日 22 歲生日的 Tiffany，未
知當天要否開工，但媽媽已通知她會
來港跟她慶祝生日和過母親節。問到

其生日願望，她希望有更多工作機會
和不同嘗試。令自己繼續有進步。至
於感情方面，單身多時的 Tiffany 表
示不恨拍拖，問到有沒有追求者約她

引明白自己的人，當然希望有日搵到個啱自
己嘅伴侶。」
問到多久沒拍拖？Alfred自爆已8年沒拍
拖：「入行初期有拍拖，中間就拍散拖，但
後尾冇真正開始，對象有圈內、圈外人，因
藝人工作唔定時，又唔可以公開，對圈外伴
侶唔公平。（穩定會公開？）如果穩定都會
畀大家影到，現在都唔會介意歌手拍拖，期

待有日名正言順公開有個伴。」
Alfred表示完成紅館騷後，想多做關於音
樂的事，兒女私情暫時放一邊，今年他會推
出一張廣東碟及一張國語碟，近日更同一時
間做 5 首歌，所以要保持好狀態，不能放
假。而今日他又將前往巴塞工作，都擔心治
安問題，此行他會逗留四天，之後又要趕返
港錄歌，故未能留下遊玩。

艾粒扮女人拍廣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艾粒的當奴與少爺占昨日
為按摩產品專門店客串做一日店長，二人早前為品牌男
扮女裝拍廣告，笑言大家都當他們真的是女人，也表
示酬勞十分滿意，廣告未拍前已付足酬勞。
艾粒笑稱扮女人是很突破性的演出，難度不
在於要他們扮女人，是大家都已當他們是
■艾粒客串做一日店長。
女人。廣告片中見他們大騷「美腿」，
當奴笑稱朋友都問他對腳是不是真的，他說：「腳是我們的，
■劉穎鏇、黎燕
有穿 leggings 所以不用剃腳毛。」當奴又大膽地稱太太對腳
珊、陳婉婷等人參加
比他更粗，因為太太有練功夫，一個sidekick已可以踢死
《五月星辰》生日會。
他，所以他已送了按摩機給太太。至於有否送按摩機
給鄭裕玲（Do姐），艾粒心虛地解釋Do姐有替另
慶祝生日，她笑道：「現在仍早，
一品牌代言。對於王祖藍常扮女人被太太投
所以沒人約，自己都是拍劇為先，原
訴，當奴表示太太沒有投訴過，笑指他不扮
本劇集 5 月拍完，現在要延遲到 6 月
女人就沒工開，會沒有錢供樓。
才拍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