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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俊彥大熱膺雙料視帝譚俊彥大熱膺雙料視帝
林夏薇爆冷奪視后淚湧林夏薇爆冷奪視后淚湧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
2021」 昨晚在將軍澳電視
廣播城舉行，譚俊彥憑
《換命真相》獲 「最佳男
主角」 和 「馬來西亞最喜
愛TVB男主角」 ，成雙料
視帝，視后則由林夏薇憑
《七公主》爆冷獲得，賽
前大熱的鍾嘉欣只獲得
「馬來西亞最喜愛TVB
女主角」 ，《七公主》同
時獲得 「最佳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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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溫穎芝、許詠妍（文）
凱 楊（圖）

陳瀅王敏奕黑白配踏紅毯
【大公報訊】記者溫穎

芝、許詠妍報道： 「萬千星輝
頒獎典禮2021」 昨晚舉行，傍晚

先舉行紅地毯儀式。眾藝人悉心打
扮，盡顯心思，當晚更由現場傳媒

選出 「最佳衣着男、女藝員獎」 ，結果
由譚俊彥及陳瀅獲得。

鍾嘉欣壓軸出場，她身穿西裝中性打扮，
閃閃的西裝外套，裏面則穿上性感透視裝。她直
言很興奮，說： 「坐在古董車進場時，好像很久
沒有經歷過這種場面。現在我推BB車多過坐古
董車。」

講到自己的晚裝，鍾嘉欣表示跟設計師說
最重要的是舒服，而且要暖，其他沒想太多。問
到仔女和老公會否看頒獎禮？她表示，現在加拿
大是凌晨四點，並說： 「老公答應我就算半夜都
會起身看，女兒就要睡覺。」

對於被安排在紅毯壓軸出場，嘉欣笑言：
「只是剛好，我不知道大會如何安排。（今次回
來兩個星期，會否與無綫洽談拍劇，因為有傳將
開拍《仁醫2》？）他們找我的時候再打算。」

陳瀅和王敏奕一黑一白孖住進場。前者以
超低胸宮廷束衣，性感上陣，至於王敏奕就穿上
白色婚紗晚裝，以透視效果華麗現身。陳瀅直認

服裝很貼身，但不覺特別性感。她們開心地表
示，彼此沒有夾過穿什麼服裝。二人說： 「我們
自從拍畢劇集《女人俱樂部》（M Club）後，
很少聚頭，現在一齊行紅地毯分享喜悅，很開
心。」

林夏薇身穿閃閃藍色露背晚裝加上前面開
胸，性感出現。她說： 「我擔心會走光，所以全
晚都要坐得很直，要黏很多膠紙，因為又露
背。」 陳自瑤則穿上黑色吊帶公主裙，低胸露
背。說到去年她在頒獎禮上表情僵硬，她笑言：
「今年的表情是笑，舊年因為太凍才沒表情。」

劉佩玥身穿火紅色低胸搶眼晚裝亮相。她
直指入行以來未試過穿上如此大紅的衣服，說：
「（晚裝）帶給我青春火熱的感覺，青春得來又
有點成熟，令我增強自信心。」 另外，姚子羚穿
上低胸黑色晚裝，後面綁得很緊，令她吃不到東
西。她說： 「我全日只吃了一個pancake。」 李
佳芯的晚裝像蒙古族服飾，她笑言這是設計師幫
其設計： 「很colourful，很開心，很密實，我不
適合露肉。」

應屆港姐宋宛穎、梁凱晴和邵初表示，很
開心第一年參加頒獎典禮。宋宛穎期待之後有機
會拍劇，希望可獲提名。

圖片：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大公報訊】記者陳惠芳報道：無綫昨晚
舉行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1」 ，當中陳貝兒
憑專題及紀錄片《無窮之路》獲 「最佳女主
持」 。該齣紀錄片亦傳來喜訊，獲國家廣播電
視總局辦公廳選定為2021年度20部 「優秀海外
傳播作品」 之一，成績令無綫台前幕後人員鼓
舞。

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辦公廳公布，《無窮之
路》於285部優秀候選作品，被評審專家團隊選
定為20部 「優秀海外傳播作品」 之一。節目由
陳貝兒主持，攝製隊歷時兩個多月，經歷幾千
里路拍攝，穿梭四川、雲南、寧夏、海南、廣
西及貴州，深入十個曾經的貧困縣，了解各地
民生以及成功脫貧的故事。

「萬千光輝演藝大獎」 由
秦沛、狄龍頒發，狄龍形容得
獎者是 「全方位、多功能」 ，

拍戲時不會怕凍又不會怕熱。最後他們公布 「演
藝大獎」 由入行70年的姜大衛獲得，他更由哥哥
秦沛手上接下獎項。姜大衛坦言4歲開始入行，
70年來做過很多角色，不過有感這一年變化很
大，並說： 「我覺得我什麼都會，沒什麼可以難
倒我。點知到近這一年，變化好大，製作、拍
攝、演員方面都不同了。原來我都未識晒所有
嘢。」 他續言： 「未識晒所有嘢點退休，做演員
無退休這兩個字，身體話我知幾時退休，但它現

在未話我聽，所以我未退休住。」
另外， 「專業精神獎」 由TVB canteen的

「馬老闆」 馬慶豪獲得，由無綫總經理曾志偉頒
獎，公布得獎後全場站立。張衛健更拍片致敬：
「馬老闆是我人生當中好大的恩人，我沒錢吃
飯，吃乾炒牛河，我同馬老闆說銀包放了在化妝
間，他就話聽日先給，第二日我又是這樣，好幾
次。他同我講 『不用做戲了Dicky，知你無
錢食飯，得㗎喇，我們記住賬，我對你有
信心，你有一日會得。』 」

大公報記者 許詠妍

《無窮之路》獲選
國家廣電總局優秀海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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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最喜愛馬來西亞最喜愛TVBTVB電電視劇集視劇集
《《星空下的仁醫星空下的仁醫》》

馬來西亞最喜愛馬來西亞最喜愛TVBTVB男主角男主角
譚俊彥譚俊彥《《換命真相換命真相》》

馬來西亞最喜愛馬來西亞最喜愛TVBTVB女女主角主角
鍾嘉欣鍾嘉欣《《星空下的仁醫星空下的仁醫》》姜大衛獲演藝大獎不言休

不懈追求

最佳劇集 《七公主》

最佳男主角
譚俊彥《換命真相》

最佳女主角
林夏薇《七公主》

最受歡迎電視男角色
馬國明《星空下的仁醫》

最受歡迎電視女角色
李佳芯《愛美麗狂想曲》

最佳男配角
朱敏瀚《換命真相》

最佳女配角
陳自瑤《寶寶大過天》

最佳綜藝節目
《聲夢傳奇》

最佳資訊及專題節目
《東張西望》

最佳年度及特備節目
《2021香港小姐競選》

最佳男主持
李思捷《思家大戰》

最佳女主持
陳貝兒《無窮之路》

飛躍進步男藝員
羅天宇、丁子朗

飛躍進步女藝員 姜麗文

最受歡迎電視歌曲
《造夢時學會飛行》
（《聲夢傳奇》）

最受歡迎電視拍檔
許家傑、林淑敏
《愛．回家之開心速遞》

萬千光輝演藝大獎
姜大衛

專業精神獎 馬慶豪

最佳衣着獎
譚俊彥、陳瀅

▲朱敏瀚獲 「最佳男配角」 獎。

▲陳自瑤獲 「最佳女配角」 獎。

「萬千
星輝頒獎典

禮2021」 由鄭子
誠、周奕瑋、林溥來、
李思捷、森美、朱凱
婷、梁芷珮、吳幸美和

譚玉瑛擔任主持，今年TVB
效法金像獎，製作場刊，落足

心機。譚俊彥獲得 「最佳男主角」
和 「馬來西亞最喜愛TVB男主角」 ，

他致辭時邊哭邊說： 「我想同我媽咪講
句對唔住，這幾年我一直好少打（電話）

給你，不是我不愛你，是因為姓譚的男人會將
所有嘢擺在心裏面，包括我對你的愛，媽咪
I Love You。」 他之後亦多謝爸爸狄龍以及妻
子，並說： 「老婆你是我的全部，沒有你我不
會拿到這個獎。我愛你！」

鍾嘉欣膺大馬視后
「最佳女主角」 由林夏薇憑《七公主》爆

冷奪得，她一上台已經爆喊，說： 「我由2004
年考入中央戲劇學院，開始跑龍套拍戲，我用
了17年，老師話學做戲先要學做人，要堅定自
己初心，好彩我沒有放棄。多謝我媽咪，我知
你開頭不支持我做這一行，但我今日證明到給
你看，你的女兒是可以的。」 原本大熱的鍾嘉
欣則獲得 「馬來西亞最喜愛TVB女主角」 ，李
佳芯奪得 「最受歡迎電視女角色」 。鍾嘉欣在
台上表示， 「我不知將來還有沒有機會上這個
台，我入行都17年，真是好快。除了幕前風
光，演員要站好一個位置，是要付出好多汗
水。」

「最佳女主持」 由陳貝兒憑《無窮之路》
奪得，陳貝兒透過視像致謝辭。 「最佳男配
角」 由朱敏瀚獲得。他在後台受訪時表示，
「多謝公司，這幾年自己轉變很大，特別多謝
張振朗，他對我影響很大，亦要多謝黎耀祥，
他教會我們如何做一個好人，做好人才做到好
戲。」 問到為什麼不感謝女朋友，他說忘記
了。 「最佳女配角」 由陳自瑤獲得，她說：
「我終於有機會站在這個台上，真的不容易。
多謝家人，所有家人。」 陳自瑤在後台表現激
動，問到她沒有多謝老公王浩信，她說： 「我
在台上說多謝家人朋友，已經概括一切。」

姜麗文獲飛躍進步獎
「飛躍進步女藝員」 由姜麗文獲得，而

「飛躍進步男藝員」 得主為羅天宇和丁子朗。
姜麗文在台上忍不住落淚，她說： 「我其實是
我們姜家第三代演員，屋企有三位咁成功有實
力的演員：秦沛、姜大衛和爾冬陞，特別是我
爸爸，他入行74年，係我一個example。多謝
我未婚夫，好想快點嫁給你。」 在後台，姜麗
文接受訪問時表示最開心就是爸爸秦沛、叔叔
姜大衛、哥哥姜文杰都在現場，覺得很難得。

以往未試過兩個藝人共獲飛躍進步男藝員
獎，羅天宇和丁子朗均表示想不到。原來丁子
朗已經被提名過四次 「飛躍進步男藝員」 ，羅
天宇則被提名過三次。

▲譚俊彥（左）與林夏薇首
度獲TVB 「最佳男、女主
角」 。

▶馬國明（左）與李佳芯分
別獲得 「最受歡迎電視男、
女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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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瀅（左）與王敏奕
以黑白look登場。

◀姜大衛（左）喜獲 「萬
千光輝演藝大獎」 ，由秦
沛頒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