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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會由
出道 30
年的李克勤打頭陣，
他獻唱了當年參加音樂比
賽的《霧之戀》、第一首獲得
金曲獎的《一生不變》及“全國
最佳中文歌曲獎”的《失魂記》揭
開序幕，大會又不時播出過去歌手
的得獎片段，跟樂迷回味樂壇的輝煌
時光；緊接 C AllStar、林欣彤、閻奕格
及王菀之在香港廣播踏入 90 周年這個別具紀念
意義的日子，用靚歌細數廣播情，各人並合唱
出《獅子山下》；尹光、鐘舒漫為富香港情懷
的歌曲包括《唐山大兄》及《尖沙咀 Susie》，
注入電子舞曲元素唱出我和你的集體回憶。
新一代好聲音大唱上世紀90年代天王天后的
大熱作品，陳柏宇唱出郭富城《愛的呼喚》、許
廷鏗唱出黎明的《情深說話未曾講》、周柏豪唱
出劉德華的《一起走過的日子》、吳業坤唱出張
學友的《每天愛你多一些》、AGA 唱出王菲的
《約定》、Gin Lee 唱出林憶蓮的《依然》、JW
唱出陳慧嫻的《紅茶館》及鄭欣宜唱出鄭秀文的
《感情線上》與大眾細味這段美好時光；蔣志光
及韋綺珊獻唱卡拉 OK 經典金曲《相逢何必曾相
識》與樂迷再相逢。

城城令全場high爆
大會再播出張國榮的《明星》，懷念8位已
故的歌手及音樂人包括梅艷芳、張國榮、陳百
強、羅文、黃霑、鄧麗君、黃家駒及填詞人林振
強；Maria Cordero與陳潔靈以“最好的聲音”，
演唱《友誼之光》、《今晚夜》、《冰山大火》
等帶熱全場氣氛；太極樂隊、Supper Moment 及
Dear Jane 同台合唱延續樂與怒精神，分別唱出
《留住我吧》、《情人》、《今夜星光燦爛》。
接着大會播出郭富城的得獎片段，之後
又響起《對你愛不完》音樂，身穿藍色西裝
的城城以神秘嘉賓身份突然在台前出現，全
場觀眾嘩然，並起立拍和，城城一臉風騷地
演出，每每勁歌熱舞時，觀眾都報以歡呼
聲，城城之後再唱出《狂野之城》及《唱這
歌》，觀眾都不時尖叫，舞台王者帶起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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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潮。
城城坦言與港台的
淵源，是 1992 年獲得“最有前途新人獎”，
當年也是因此帶給他很多的鼓勵，所以他寄
望未來繼續頒發更多獎項給希望成為歌手的
新人和付出很多和唱了很多好歌的歌手，他
寄語港台不單有未來 40 年，更會有 400 年、4
千年。

阿倫太極齊獻經典
於音樂會的壓軸部分，從上世紀 80 年代活
躍至今的殿堂級歌手譚詠麟與太極樂隊一同獻
唱連串經典金曲，而歷屆獲得最多“全球華人
至尊金曲獎”的陳奕迅更一氣呵成演繹多首首
本金曲。
此外，大會邀請廣播處長梁家榮和譚詠麟
分別頒發“全國最佳中文歌曲獎”、“全國最
佳歌手獎”、“全球華人至尊金曲獎”、“最
優秀流行歌手大獎”及為 40 周年而設的“金曲
40 全球傑出歌手獎”。李克勤憑《失魂
記》獲得“全國最佳中文歌曲獎”，
司儀指克勤家人都有腦退化症，克
勤坦言：“對呀，婆婆都有腦退化
症，不認得我了，首歌也就是講
這個病！”而“金曲 40 全
球傑出歌手獎”亦由克勤
奪得，當他接受獎項時
說：“自己不敢當，會繼
續堅守崗位，繼續做多些
好歌，因為自己是廣東樂
壇的歌手，也是唱廣東歌
起家，雖然 2018 年也會做
國語碟，但廣東歌也是我
一個小小使命，所以會懷
着謙卑的心去做。”
JW 穿上低 V 裙稍露
■ 林 欣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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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屆十大中文金曲》部分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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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觀眾。”
主持陳志雲透露 3 日晚一集籌得
182,000 元，暫時是成績最好的一集，大讚
嘉賓陳鈺芸十分幸運，很多題目都靠運氣
猜中，而且很多嘉賓都見識過王喜的完美
示範，大都肯用錦囊答題。
另外，提到唐詩詠公開感激陳志雲，
將她當年人工由3,000 元急升至萬多元，他
說：“她有發訊息給我，擔心她自己講錯
說話，其實她很乖很努力，我都希望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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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無須計劃？
張晉：可能有驚喜

唐詩詠感激當年恩惠 陳志雲：不可用幫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亞視《百
萬富翁 2018》名人版近日繼續進行第 10 至
12集錄影，分別請來朱明銳、陳少寶、董敏
莉、林伯希、劉雅麗、陳蕊蕊、劉俐、李思
欣、周中、黃永幟等接受挑戰，結果第10集
率先為慈善機構籌得 46,000 元（港元，下
同），董敏莉笑言自己拖累團隊，因她連第
一條保險線也達不到捧蛋而回。
與林伯希組隊的董敏莉不但過不了
6,000 元保險線，更答錯題目捧蛋出局。事
後他倆笑稱被好友黃婉曼出賣，他們說：
“因為那條是關於中文的題目，我們用錦
囊打電話問黃婉曼，知道她中文很好，結
果她最肯定的答案原來是錯的。”會否覺
得今輯節目題目特別困難，他們笑道：
“看別人玩的就覺得易，但到自己玩就不
行，因為題目範圍太廣，完全沒有路可
捉。”
第一次玩《百萬富翁》的李思欣也擔心
第一條題目就被踢出局，直言自己在各方面
知識都缺乏，能到第一條保險線已很開心，
她說：“我原本找老公做智囊團，但他叫我
不要找他，幸好我公司有一隊人幫我，聽聞
題目比上一輯難，我會努力，最多到時間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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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成績，沒獎都不怕，因為觀眾都已肯定
了她。”陳志雲稱唐詩詠的人工當時的確
是太少，但不同藝人有不同的合約性質，
一個秀可以有很多錢，但不可以靠一個秀
來生活。問到有否幫過其他藝人加人工，
他說：“不可以用個幫字，其實唐講到
這麼感動，我都很感動，不要給我看她
訪問片，我也是個易哭的人，她本身外形
好、做戲好，要改進的地方只是當時有懶
音要提點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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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蔡少芬
（Ada）與老公張晉日前到香港工展會出席代言
的健康食品品牌活動，全程兩夫婦打情罵俏，談
到生子問題時，張晉笑言：“可能有驚喜呢？”
剛由日本返港的 Ada，透露聖誕及除夕與家
人去了大阪滑雪，並計劃農曆新年跟家人、朋友
及同事去旅行度歲。張晉即反問：“乜有計劃
嗎？通常 passport 不在我這裡，我都是不知去哪
裡，做事情還是去玩？”Ada 即解釋：
“男人做大事，不需要記這些，
你到時出現就可以了。”張晉
聞言就笑說：“你籌劃得好
好，不做演員可以做這
個。”
Ada 指老公以前拍戲，
看熟劇本就好，現在開戲就
■全程兩夫婦打
要兼顧更多。問到家頭細務
情罵俏。
情罵俏
。
■ 張晉夫婦 4 日為其代言的健康食
是否由她負責？Ada說：“我的
品造勢。
品造勢
。
確是有好多自己的計劃，想寫劇
本，但我每日都忙到好精彩，要照顧家庭幫女兒 就要問老公，或者經理人了！你們想不想我有驚
看功課，所以未開展，看張生請不請我做編劇， 喜 呀 ？ 不 過 要 先 調 理 好 身 體， 吃 多 點 健 康 食
不過我怕不知幾時才能交劇本，希望有機會實 品。”張晉則笑說：“可能有驚喜呢？驚喜不需
行。”問到可會計劃再生孩子？Ada 笑說：“這 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