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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視后 心臟強大安然接受

鍾嘉欣 自 我 加油：
或 10 年後 有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萬千星輝頒獎典
禮 2021》2 日晚揭曉各個獎項，林夏薇（薇薇）
與譚俊彥（Shaun）分別榮登「最佳女主角」和
「最佳男主角」獎，Shaun兼獲「馬來西亞最喜愛TVB男
主角」及「最佳衣着男藝人」獎，成為當晚大贏家。最佳
女主角大熱鍾嘉欣落敗而回，她未有失望反而很感恩，因
為不知何時再有機會踏上頒獎禮舞台。她又表示會繼續努
◆ 鍾嘉欣大讚胡鴻鈞貌似韓星
鍾嘉欣大讚胡鴻鈞貌似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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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能幾年或10年後就有機會奪獎。
頒獎禮後一眾得獎者到電視城門外與
2日晚粉絲慶祝，鍾嘉欣與李佳芯的粉絲聲

勢最浩大。雖然嘉欣只有「馬來西亞最喜愛TVB女
主角」獎，但20多位粉絲準備了應援車，掛上「我們
的最佳女主角」應援牌，高呼「嘉欣，妳永遠都是我
們的最佳女主角。」粉絲又送上有 Q 版嘉欣紙牌的
「最佳女主角」獎座及開香檳慶祝。
對於失落視后，嘉欣坦言一點都沒有失望，很感恩
參加這次頒獎禮，因為之後不知何時會再返來，甚至
未必再有機會上頒獎台，她說：「其實在台上我已估
到，所以拿了第一個獎時已講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上
台，其實所有提名的演員，都是我曾經的同事，亦是
我的朋友。我拍劇這麼多年，知道要到一個穩定的位
置是需要付出很多。」
嘉欣稱現在出席頒獎禮心態與以往不同，她說：
「我覺得自己很叻，以前心情會很緊張，很在乎獎
項，但現在可能做了媽媽，心臟變得強大，對於頒獎
台發生的事，可以很安然去接受，過程中我更加了解
自己的心靈，原來我已睇化了頒獎禮的獎項，可以享
受節目，全晚沒有心跳加速、沒有手汗，衷心祝福每
位得獎者。」

譚俊彥吵醒家人齊慶祝

Shaun說︰「沒想過獲得那麼多獎，很感恩，未來要
更努力，因為大家對我及我對自己的要求也會提
高。」得獎後的 Shaun 坦言最想回家攬住太太和子
女，即使子女睡了也要吵醒他們，很想和家人分享喜
悅。提到父母狄龍、陶敏明也在現場，Shaun 說︰
「很感恩，因為兒子（上星期）得獎比我自己有獎更
開心，現在很明白這種心情。」

王浩信公開祝賀陳自瑤
林夏薇也沒想過自己會得獎，所以宣布結果一刻也
呆了，也忘記多謝老公及其他人，她說︰「我入行17
年，由做跑龍套做起，今日得到這個獎是很大的鼓
勵。」問她是否也認為鍾嘉欣會做最佳女主角時，薇
薇說︰「誰得獎都很值得，之前見嘉欣得獎時，我都
很替她開心。」 林夏薇表示老公也有來頒獎禮，之
後會一起吃飯慶祝。對於馬國明提議薇薇 3 日可以
「冧廠」，讓他有機會休息一天，薇薇笑道：「不
會，我跟他一樣要由12點拍足23個鐘，等忙完後再
跟朋友吃飯慶祝。」
「最受歡迎電視男、女角色」得主馬國明和李佳芯
都沒想過會得獎，四度贏得角色獎的馬國明鏡頭前再
現「天然呆」，他說：「太愕然！我整晚都打算替人
得獎開心，最開心見到譚俊彥做視帝，也恭喜一齊拍
新劇的林夏薇做視后，希望她得獎後慶祝到第二天
『冧廠』，因為我要跟她拍足23個鐘，希望她幫到
手。」也沒想過會得獎的李佳芯，對林夏薇贏得最佳
女主角獎也有驚
喜，只是見對方一
身打扮也有直覺她
會得獎。
至 於 陳 自 瑤
（Yoyo）憑《寶寶
大過天》獲得「最
佳女配角」，首奪
人生第一個電視獎
項。圈中好友包括
黃翠如、連詩雅、
陳凱琳、朱千雪、
姚子羚、岑杏賢和
楊潮凱，紛紛留言

祝賀Yoyo，就連老公王浩信也公開留言祝賀：「恭
喜！實至名歸。」他還在IG限時動態，上傳Yoyo在
台上領獎的截圖，他標籤Yoyo，並以英文寫上「恭
喜」，看來夫婦關係全面回暖。

頒獎禮觀眾高達190萬
此外，根據CSM媒介研究收視資料顯示：《萬千
星輝頒獎典禮 2021》跨平台直播收視平均27.6 點，
較上周同時段大幅攀升 14 個收視點，觀眾超逾 179
萬。其中最高收視時段於晚上9時45分錄得，由曾志
偉、劉丹揭曉及頒發「專業精神獎」予得獎者馬慶
豪，全場嘉賓起立，觀眾透過熒幕亦感受到TVB與
馬老闆之間那股人情味，收視 29.1 點，觀眾高達19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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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自瑤對獎座愛不釋手。。
◆

嘉欣表示老公有看電視見她得獎，笑道：「他衰豬
啦，專登在溫哥華時間凌晨4點起床看電視，看看老
婆靚不靚，他說我很靚、很 yummy，但又說我有點
不乖，覺得我有點眼瞓。因為我都很久沒有出席長時
間的頒獎禮，所以真的有點眼睏。」至於會否再回港
拍劇，嘉欣稱今次回港是要處理私務，公司邀請她時
也曾考慮來不來，但見《星空下的仁醫》的反應屬意
料之外，很多粉絲和觀眾都想見到她出現，所以決定
回來是很想多謝支持她的人，並說：「我會繼續努
力，可能我做得未夠好，所以得不到，我要繼續加
油，可能幾年或10年後就有機會。」
另外，馬國明、姜麗文、李佳芯、姚子羚、胡鴻鈞
等先後與粉絲慶祝，胡鴻鈞更特意上前與嘉欣合照留
念，嘉欣則大讚胡鴻鈞貌似韓星池晟，唱歌演戲同樣
出色，前途無可限量。
另外，前天剛巧是譚俊彥與太太的結婚 7 周年紀
念，兒子又在朗誦比賽得獎，真正一家人都得獎，

◆ 鍾嘉欣獲粉絲準備了應援車打氣。

◆ 王浩信與陳自瑤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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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俊彥獲大批粉絲舉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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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俊彥日
前結婚七周
年，與家人
慶祝。

陳曉華生日
不心急脫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何廣沛、陳曉華（Hera）、吳業坤
（坤哥）等人 3 日宣傳劇集《異搜店》，由於劇情進展將圍繞高爾夫
球，一班演員即場試玩高爾夫球。適逢3日是陳曉華27歲生日，坤哥做代
表向壽星女送上生日蛋糕。
Hera坦言一直恨在生日當天工作：「聽聞在生日當天有工作會帶來好運，
生日願望我就好貪心，希望會心想事成，以後每個願望都可以完成。」笑問她會
否希望盡快脫單有拖拍？Hera說：「不心急，現在過時過節都可以跟住朋友，雖
然他們一雙一對，但都沒有嫌棄我，我更試過跟一對情侶去旅行，三個人睡同一張
床，因為我是道理王嚟，有時做朋友之間的調停角色。」
何廣沛笑稱劇集能出街是Hera最大份的生日禮物。提到林夏薇（薇薇）擊敗由加
拿大回港的鍾嘉欣，贏得最佳女主角獎，何廣沛對賽果不感意外，大讚薇薇是好戲之
人，他也高興譚俊彥能奪獎，盛讚對方是出色演員，很值得獲獎。Hera就稱開心同劇
的陳自瑤獲最佳女配角獎，期待他朝有一日自己也能獲提名。

坤哥嘆與公司獎項無緣

臨場改劇本 即時背對白

古天樂 鄭嘉穎齊「考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反貪
風暴系列電影終極篇《G 風暴》，內
地上映 3 日破 3 億元人民幣票房，香
港票房亦有 348 萬元。身為反貪風暴
核心人物古天樂直言，一生中有許多
第一次和最後一次都在反貪風暴系列
電影中：「感謝每一位入場！7 年前
我第一次演陸志廉，7 年後的今天來
到最終章，陸志廉也迎來他的『結
局』，我們不得不和這個系列說再
見！」
的確，古天樂今次全方位參與，幕

前百分百投入，幕後亦一絲不苟！開
場一幕張敬仁（Kendy）飾演的炸彈
少女，企圖以自殺式與宣萱
（Jessica）
同
歸於盡，古天樂當日不但從旁引導張
敬仁入戲，更細心和美術、道具、服
裝研究服飾和炸彈，務求真實呈現。
既然是終極篇，不只古天樂，今次
拍攝台前幕後也特別認真、加倍投
入！ 劇本創作上，有時為力求完美，
現場改到最後一刻，演員都無怨言即
場背對白。ICAC 組的古天樂、鄭嘉
穎等便齊齊考試一樣默默背默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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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賢齊深明樂隊路難行

欣賞 Supper Moment 同心堅持
香港文匯報訊 在早前的「美麗的夜香港跨年演唱會」
上，樂隊 Supper Moment 和台灣天王級歌手任賢齊（小
齊）一起合唱他們彼此的作品《任逍遙》和《橙海》。起
初大會提出這個表演方案時，Supper Moment覺得非常驚
喜，他們一直也很喜歡小齊的歌曲及電影，能夠和他同台
演出是他們的榮幸；小齊則表示他剛出道時也曾組團，知
道樂隊的路並不容易，非常欣賞 Supper Moment 能四人
同心堅持音樂夢 15 年，而他們撰寫曲詞的《橙海》歌詞
非常宏觀和充滿了愛，所以便揀選了這曲作為合唱。Supper Moment 綵排當天在後台和小齊首次碰面時，小齊的
親切令他們起初的緊張一掃而空，到他們一起正式在台上
綵排，因《橙海》始終是一首廣東歌，小齊特意把歌詞背

熟，以及只綵排了兩次便令演唱會監製也滿意效果，小齊
的專業態度令Supper Moment大為佩服。

◆ Supper Moment 參與跨年演唱
會，並跟任賢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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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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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哥對劇集反應不錯感高興，笑言沒有收到負評已經是獎勵：「現在出街都有街坊
叫我劇中的醫生名，之前給人印象不太正經，所以都好開心做到這個正經又完美的醫
生角色。」坤哥同時對好友姜麗文獲得「飛躍進步女藝員」感到興奮：「我都見證
了她的成長，就算飾演一個工人姐姐也沒有Hea做，而且更成功入屋。」不過，坤
哥就自問與公司的獎項無緣，除了多次提名「男飛躍」空手而回外，也未得過劇集
歌曲獎，甚至主持旅遊節目也只有拍檔周奕瑋有提名：「我已經給了公司最好
的，可能公司想我專心去唱歌。」

◆ 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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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a 孝敏傳出姐弟戀
香港文匯報訊 據韓國媒體報道，T-ara 成員孝敏正與足球員
黃義助拍拖。據報道，孝敏不久前還專程飛到瑞士與男友一同
旅遊，享受二人世界，不過目
前雙方經理人公司都還沒有作
出正式回應，引起外界議論紛
紛。
據悉，現年 32 歲的孝敏，先
前透過朋友介紹認識了小 3 歲
的黃義助，男方目前正在為所
屬的法國球會波爾多効力，而
兩人於去年 11 月升格成為戀人
後，便展開遠距離戀情。
孝敏 2009 年自女團 T-ara 成
員出道後，便以精緻臉蛋與火 ◆ 黃義助効力法國波
爾多球隊。
爾多球隊
。
辣好身材而廣受注目。

◆ T-ara 孝 敏 踏 入
新一年即傳出戀訊。
新一年即傳出戀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