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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鴻鈞叫別唱歌 搶飯碗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梁靜儀）王浩信、 蔡思
貝、張振朗、賴慰玲、朱敏瀚及
蔣家旻昨日出席《反黑路人甲》及
《踩過界 II》感謝支持活動，答謝一
班幕後工作人員。對於胡鴻鈞曾叫
蔡思貝不要唱歌搶飯碗，蔡思貝
笑言：「畀條生路行吓。」

蔡思貝求：

畀條生路行吓

再次奪得視帝的王浩信表示沒有慶祝，因要工作加上
疫情關係不能聚集太多人，屋企都是正常慶祝。問

●張振朗和賴慰玲得獎後
仍未有慶祝。
祝。
▶王浩信表示不能吃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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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女兒可有買蛋糕慶祝他得獎？他說：「冇喎， 因我
唔食得甜嘢，我又好少食蛋糕，個女都有恭喜我，戥我
得獎開心。」他又稱很高興觀眾給他這個肯定，自己
會繼續努力。問到可想原班人馬再拍《踩過界 III》？
他說：「要睇吓故事點寫，要有觀眾支持及有一個好
嘅延續，公司至會考慮開拍。」
蔡思貝在《踩過界 II》中的癲姐由哨牙變靚女，問
到若不拍續集會否覺得浪費了？她笑說：「好多人都
鍾意哨牙癲姐個性格，原來性格可戰勝外貌，反差好
大，（可有聽聞會開拍第三集？）冇聽過。」
王浩信指《踩》中盲俠仍有很多創作幻想空間，笑言
思貝可選擇做返哨牙妹。思貝笑問是否自己在面上返
條疤痕？她又謂都期待再一齊合作，因不論跟相同或不同
的人合作都有獨特的火花。
思貝憑劇集《踩 II》榮登視后，其緋聞男友胡鴻鈞前晚
在《2020 年度勁歌金曲頒獎典禮》中則得到「最受歡迎男
歌手」，思貝表示因翌日有工作要早睡沒有收看頒獎禮，
但都覺得開心：「佢第一次攞，戥佢高興， （但個獎同人
分一半？）Happy Share 嘛，攞到認證好值得高興，我哋其
實係同一代，佢代表音樂範疇，自己就代表演藝範疇，大家
好似並肩作戰咁，（胡鴻鈞叫你唔好唱歌，唔好搶佢飯
碗？）佢做乜咁冇自信，佢係唱歌小王子，我唱歌都係

For Fun 啫，畀條生路行吓。」至於會否相約慶
祝？思貝稱作為朋友有機會都會食個飯，AA 制
或食兩餐都可以。

不回應做
「小三」
傳聞
另外，對於有傳她搭上人夫做「小三」，思
貝表示一貫作風不是事實唔回答，所以今次
都是好靜態回應件事，並希望大家睇到她好
努力工作，好值得去得這個獎，故不用特別
去澄清。
張振朗和賴慰玲同是憑《反黑路人甲》於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分別奪得「最受歡迎
電視男角色」及「最佳女配角」獎項，但兩
人都表示因疫情關係至今仍未慶祝，期待疫
情過後能跟兩劇的演員食飯慶祝。
問到兩人會否希望《反黑路人甲》開拍續
集？振朗表示《反》劇的班底可以開一個新的題
材，賴慰玲笑言：「我想今次做一個純良嘅人，
可以做老師。」張振朗則笑言可以飾演變態殺人
狂。
此外，問到張振朗對於被空姐以匿名信指他態度囂張，見高
拜見低踩，張振朗說：「唔係事實唔回應，我唔係啲咁嘅人，
（你要唔要澄清一下？）我冇唔開心，一向以來我都係做好自
己，尊重別人，人哋就會尊重你，屋企人教嘅。」

遭偏激網民攻擊 周柏豪處之泰然
粉絲留言支持：用實力說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2020
年度《勁歌金曲頒獎典禮》「最受歡迎
男歌手」獎項破天荒首創「雙胞胎」，
由周柏豪和胡鴻鈞齊齊「瓜分」，兩人
未覺獎項被分薄，更是惺惺相惜，柏豪
聲言不會視對方為勁敵，對於早前發表
「愛國論」受部分偏激網民無理攻擊，
柏豪則處之泰然，並表示會繼續努力做
好自己的工作，而他的粉絲則紛紛留言
支持柏豪。
對於齊奪「男歌手」獎有分薄之嫌，
柏豪並不苟同：「大家得獎當然開心，
我們私下是老友，會一齊打波食飯，見
到朋友一日一日進步很開心，而且我上
年較多時間專心照顧家庭，只推出過一
首作品，能拿到這個獎已經好開心，會
繼續做好自己，（獎項要同人瓜分？）
唔好咁講，公司覺得我們都值得嘉許，

無人講過只可以得一個，也不覺被分
薄，（對方是勁敵？）今時今日仲覺得
別人是勁敵是好落後想法，做好自己
先，唔好同咩人鬥。」柏豪指今年會否
推出多些作品要視乎情況而定，但依然
很享受湊女樂趣，自言有個大家庭要照
顧，也會繼續努力工作，賺取奶粉錢是
其一，但很多事情不是以錢衡量。

要生活開心做事才有信心
提到他早前的「愛國論」感激自己身
為一個中國人，卻遭一些偏激網民無理
攻擊，甚至揚言「割席」，柏豪不慍不
火表示：「我知有好多朋友關心我，總
之沒什麼可以回應，會繼續做好自己，
希望大家搵到理想生活，我繼續照顧好
屋企人便可以，（有粉絲說割席？）多
謝佢哋咁多年支持，會繼續用努力告訴

所有人自己點樣好，當然見到支持我嘅
人話對自己失望會唔開心，但人必須向
前行，不可以為唔開心事影響我團隊工
作，因為我的狀態都會影響到團隊和工
作人員，故此站在台上一定要有信心，
要自己生活開心做任何事才有信心，屋
企人是我最大能量，尤其是我女兒，見
到她開心安全、平平安安便是我這兩年
定下最大目標，其他事屬次要。」而柏
豪的粉絲紛紛在其社交平台留言打氣：
「用實力說話，你永遠是我們最好的隊
長」、「我們一起，繼續加油」、
「Congratulations！你的努力後援們都
見到的」及「恭喜！你值得擁有」等，
忠誠地支持自己的偶像。

胡鴻鈞指蔡思貝人紅是非多
另外，胡鴻鈞首次捧走「最受歡迎男

就是6月的演唱會能如期舉行。
湯盈盈表示因 10 年前於台慶贏得一
萬元獎金，當時她承諾會請修哥飲咖
啡 ， 但 估 不 到 事 隔 10 年 後 才 「 找
數」，她笑說：「修哥次次見到我都
講呢件事，估唔到佢咁好記性，所以
我即刻去買部咖啡機，可以無限次沖
咖啡飲。」盈盈又表示當年修哥還傳
授了順產秘方給她，結果細女不用一
個鐘便生了出來，她亦有將秘方於網
上分享。林淑敏大讚修哥好精神，一
點也不似 89 歲，之前一起拍劇，他更 ●一眾藝員特意買蛋糕替
沒有NG，是位好敬業的前輩。
壽星公修哥慶祝。

黃芷晴爆黃日華愛行山跑步

●黃芷晴首次跟Anson Lo碰面感高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
Anson Lo（盧瀚霆）與黃芷晴昨
日 出 席 「Pixar 新 春 潮 拜 玩 樂
遊」新年裝飾及情人節推廣活
動。
單身的黃芷晴表示沒想過如何
度情人節，而爸爸黃日華最近愛
上行山、跑步，應沒時間陪伴
她，她亦特別買了對波鞋送予爸
爸鼓勵他變得健康。芷晴笑指爸
爸現不理她，愛上了行山和跑步
十分健康，只是要凌晨 5 時起床
自己做不到：「現爸爸好有恒
心，吸煙亦減少了一半。」
另芷晴和華哥閒來製作蠟燭，
她有網上售賣自己的作品，也有
計劃幫爸爸開個網址售賣，笑言

可能會殺出條血路，她又指
導師之前取笑華哥說這個學
生好特別，這把年紀還做文
青的事情好搞笑，而下月他
倆應可獲頒證書。
Anson Lo 於「第 43 屆十大
中文金曲」勇奪新人金獎，反
勝拿「叱咤」金獎隊友 Jer（柳
應廷），Anson Lo表示自己得金
獎感到驚訝，但沒有所謂輸贏，
畢竟大家都是新人，有獎是額外
的鼓勵。
對於未來目標，他表示想在跳唱
方向有更新的面貌。至於他有份參
與日劇《大叔的愛》香港版，Anson Lo透露即將為劇集開工，會與
大叔及小鮮肉演對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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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獎便要同人「瓜分」，他表示得
獎已經好開心，事前沒想過。說到跟緋
聞女友分別稱王封后，胡鴻鈞：「佢得
獎當晚我有在佢身邊講加油，亦有傳短
訊送恭喜，（有否請教她演戲心得？）
會互相分享專長，佢唱歌都有天分，但
我叫佢不好再唱，免得我飯碗被搶。」
說到有傳思貝被有米老闆力追？他表示
有留意報道，更力撐對方：「這個圈人
紅是非多，佢剛攞完大獎，一定有好多
新聞，不過佢工作同生活上都好獨
立。」問到兩人關係？胡鴻鈞形容是好
朋友，但說到思貝把他們關係降呢是
「朋友」，他笑說：「係咩？我返去檢
討下先，（相信思貝有新戀情？）我關
心自己有冇新戀情多啲，有會同大家分
享。（你現在單身？）不是工作都係唔
回應喇！」

胡 楓 冀 如 期 6 月 開 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昨日
是胡楓（修哥）89 歲生日，處境劇
《愛．回家之開心速遞》一班演員及
高層曾珍玲、樂易玲，特別於錄影廠
為修哥慶祝生日，湯盈盈更送上咖啡
機，氹得修哥笑逐顏開。
修哥高興表示收工後回家會跟仔
女、孫及曾孫一起食飯慶祝，問到生
日願望，他說：「最緊要身體健康，
仔女同孫個個都平安，所有朋友一切
順利。」修哥又開心說：「今年生日
仲收到咁多禮物同朋友短訊，都覆唔
切，真係好開心。」修哥稱另一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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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柏豪和胡鴻鈞皆不覺獎項被分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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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吳若希為前輩
菊梓喬：祝佢湊 B 快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菊梓喬（Hana）在勁歌金曲
頒獎禮上掃走五個半獎項成大贏
家，她對今年成績表示滿意。有指她
在「零」對手之下得「女歌手」獎，她
謂：「點會冇對手，不過自己每次都覺得
是最後一次上台，所以特別珍惜，要同自
己講加油。」說到少了吳若希這位勁敵，她
即說：「佢從來不是競爭對手，是一位前
輩，衷心祝佢湊 BB 快樂。（想佢以後專心湊
B？）唔係，有小朋友係好幸福嘅事，我未來只
有工作，今日都算有幾個 BB 啦（指獎項），最
緊要大家開心，身體健康。」
Hana完騷做訪問後，便走出電視城門外跟守候
的十多位粉絲合照，不過她凌晨 12 時 15 分左右才

出來，連老闆何哲圖都要久候吹風等她出來開香檳慶
祝，果然是「星夢一姐」。
莫文蔚（Karen）憑住《呼吸有害》橫掃四台音樂頒獎
禮的歌曲大獎，合共為她帶來6個獎項，堪稱是她在香港
樂壇最威水一次。她興奮說：「發夢也估不到這首歌咁
爆，（日後多唱劇集主題曲？）可遇不可求，順其自
然，最重要是作品適合，未來都會再做廣東歌，還希望
去年因疫情受阻的巡迴演唱會可以在今個夏天成事。」
袁偉豪（Ben）前晚以 39 歲之齡獲得勁歌「最受歡迎
新人獎」，也是首次奪得公司的音樂獎，感覺挺得意，
問到可有尷尬感？他從容道：「以娛樂圈的年資計，算
是遲得獎，但從音樂角度，我去年才開始做音樂，名義
上是個新人。」笑問他這次露面前有否做足護膚？他即
說：「之前兩日唔敢食嘢，驚被指又肥又腫，其實有時
不要踩得太盡。」

●莫文蔚最開
心不是獎項數
量，而是歌曲
贏得大家共
鳴。

●菊梓喬拿獎與粉絲慶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