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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 頒獎禮 16 獎首輪提名單位高達 574 個

譚俊彥目標入視帝五強
譚俊彥
目標入視帝五強
張振朗獲珍姐加持
▲《萬千星輝
賀台慶》祝捷
會暨《萬千星
輝頒獎典禮
2021》公布提
名名單記者會
昨日舉行。

●譚俊彥
譚俊彥((右)和張振朗
和張振朗((左)爭逐視帝寶座
爭逐視帝寶座，
，
後者率先獲高層曾勵珍加持。
後者率先獲高層曾勵珍加持
。

◀譚俊彥在台
上揭曉提名名
單。

●見主持的
《思家大戰
》入圍逐「
綜藝節目」
最佳
，李思捷甚
是激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譚俊彥、張振朗、蔣家旻、宋宛穎、李思捷、黎芷珊、崔建邦、丁子

首獲提名視后
蔣家旻話陪跑都開心

朗 、林正峰、馬貫東、黃婧靈、李芷晴、廖慧儀、林溥來（Patrick Sir）及朱凱婷等，昨日出席於 TVB 電
視城舉行《萬千星輝賀台慶》祝捷會暨《萬千星輝頒獎典禮 2021》公布提名名單記者會。入圍「最佳男
主角」的譚俊彥和張振朗均渴望得獎，前者坐了 5 年冷板櫈，但今年演出兩台慶劇又頻頻上節目，曝光率
大升，後者雖然缺乏信心，但獲高層曾勵珍鼓勵加持。
TVB 助理總經理（戲劇製作）
昨日曾勵珍及製作部總監(戲劇製作)徐

正康亦有出席記者會，而原定出席的電
視廣播有限公司總經理（節目內容營
運）曾志偉及助理總經理（藝員管理及
發展）樂易玲因要開會趕不及而臨時缺
席。
會上公布《萬千星輝頒獎典禮 2021》
各獎項提名名單，頒獎禮將於明年 1 月 2
日舉行，昨日率先公布 16 個獎項共 574
個提名單位，由頒獎禮的評委會、無綫
全台職藝員及家庭觀眾聯合投票選出各
獎項的最後 5 強，最後 5 強結果將於 12
月下旬公布。投票由即日開始至 12 月 17
日深夜12時截止。
今年入圍「最佳男主角」的候選人有
陳豪、馬國明、譚俊彥、張振朗、馬德
鐘、楊明，更同時有兩劇提名，其他獲
提名的還有三位視帝級人馬黎耀祥、鄭
嘉穎、王浩信，以及近日台慶劇《十月
初五的月光》擔正演出的胡鴻鈞及羅天
宇。

譚俊彥已坐冷板櫈 5 年
至於「最佳女主角」方面同樣競爭激
烈，獲提名的有惠英紅、宣萱、李佳
芯、黃智雯、鍾嘉欣、林夏薇、姚子
羚、陳瀅、王君馨、湯洛雯、王敏奕、
周家怡、岑麗香等，而首次擔正劇集
「女一」的鄧佩儀與何依婷，分別憑台

慶劇《換命真相》及《十月初五的月
光》首度獲提名女主角獎。
張振朗與譚俊彥在台上揭曉提名名
單，振朗被問到睇好誰奪得「視帝」，
他坦言應該要揀自己，亦希望得獎，坐
在台下的無綫高層曾勵珍就大叫：「畀
啲信心自己。」
事後張振朗與譚俊彥一起接受訪問，問
到獲曾勵珍(珍姐)加持可會增加信心？譚
俊彥就搶着說：「珍姐都叫你有信心啲，
爆佢一個小秘密，佢一緊張就食糖。」振
朗除了憑《拳王》獲提名角逐「最佳男主
角」、「最受歡迎電視男角色」及跟黎耀
祥一起入圍提名「最受歡迎電視拍檔」
外，他與龔嘉欣合演的《堅離地愛堅離
地》，亦同時有份提名角逐「最受歡迎電
視拍檔」 。對於獲高層珍姐加持，問到
振朗的信心會否多些？他說：「珍姐叫我
畀啲信心，因為我係冇信心的人。」振朗
表示因大家為了套劇都付出了很多，但
《拳王》只播了一兩集，要靠觀眾去定
斷，自己好難控制，惟有盡量做好自己。
他又多謝一起拍《拳王》的黎耀祥教了他
很多，覺得祥哥都好強，希望趁機為對方
拉票。
之前曾笑言在台慶坐了 5 年冷板櫈的
譚俊彥，憑《換命真相》獲提名角逐
「最佳男主角」、「最受歡迎電視男角
色」、「最受歡迎電視歌曲」及與朱敏
瀚一起獲提名角逐「最受歡迎電視拍

檔」 多個獎項，問到他今年是否特別
緊張？他坦言今年會緊張：「自己在頒
獎禮台下坐咗五年，記得有前輩教我要
再多做唔同類型的工作，希望鍾意聽我
歌的人會鍾意睇我的戲，鍾意睇我戲的
人會鍾意聽我的歌，鍾意睇我煮食的會
投我一票，今年我就努力做這些，暫時
我目標係去到五強，每年都係咁諗，我
連五強都未試過，起碼頒獎禮個 shot 有
我個樣先，所以會練定表情同拍掌先，
真心希望一步一步來。」問到二人誰是
他們的勁敵？二人異口同聲表示是任何
人，又覺得 TVB 每一位男主角都付出
了很大努力， 陳展鵬、 鄭嘉穎及馬國
明都演得很好，去到這裏大家都已贏
了。

蔣家旻去年已憑《反黑路人甲》奪「最佳女配角」，今年再
度有份獲提名，她憑《欺詐劇團》角逐「最佳女主角」、「最
受歡迎電視拍檔」外，並憑《換命真相》角逐「最佳女配角」
及「最受歡迎電視女角色」。首度獲提名視后的她，坦言沒信
心得獎：「有份提名陪跑已感開心，自己會集中火力喺『最受
歡迎電視女角色』同『女配角』，得其中一個獎都好開心，如
果得『女配角』就更加開心，因為我好鍾意《換命》嘅角色，
冇諗過個角色迴響咁大，同去年《反黑》的角色完全唔同。」
不過她最期待還是明年播出的新劇《雙生陌生人》，因角色反
差較大，希望憑該劇獲得「我最喜愛的電視女角色」。

台慶收視 24.7 點創 3 年新高
上周五舉行的《萬千星輝賀台慶》收
視成績驕人，電視直播平均收視 24.7
點，最高收視環節「思密 Party」攀升至
27.8點，收看觀眾人數達243萬，創過去
3年收視新高。為慶祝收視報捷，祝捷會
上更頒發「最有話題衣着藝人」、「最
戥他不值藝人」及「最感動人心藝人」3
個台慶特別獎予積極參與台慶，當頒發
「最戥他不值藝人」獎時，當晚因幫拍
檔朱凱婷買水錯失大利是的 Patrick Sir，
即扮走上前領獎，又反問：「乜唔係我
最不值咩？」十分搞笑。

袁偉豪結婚一年仍覺新鮮 張寶兒：滿足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袁偉豪
（Ben）與張寶兒前日（24 日）結婚一周
年，二人各自在社交平台貼上多張當日
婚照放閃，Ben 留言：「轉眼之間已是我
們結婚一周年，仍然感覺到這份很新鮮
的感覺，因為我和寶兒每一天都很快
樂，平淡就是福氣，健康就是財富，感
謝每位記起我們日子的朋友，感謝你們
每一位的祝福，期待可以很快再跟大家
●袁偉豪與張寶兒在一年前拉埋天窗。

劉嘉玲走訪黃山
香港文匯報訊 劉嘉玲近日跟好友到內地黃山
旅遊，拍下不少美照，嘉玲留言說自己今年已
是第 3 次上黃山，不同的季節都是一幅美麗的畫
卷。嘉玲也發視頻分享，見她身穿中長款羽絨
服，腳踩雪地靴，手套帽子保暖措施一應俱
全，雙手捧起雪撒向天空然後轉圈迎接落下的
雪，開心得恍如小女孩，十分俏皮可愛。嘉玲
亦走訪黃山古樸幽靜的小村莊，見她在其中一
張相中咬着辣椒，有網友留言問：「姐姐這辣
●劉嘉玲賞雪景保暖措 椒辣嘴不？」其他網友回說：「辣椒都沒有我
嘉玲姐辣！」
施做到足。

相聚」。
張寶兒則留言：「嘿嘿，你們竟然記
得；對，是我們的結婚一周年。前幾
天已經偷偷慶祝，多謝大家的祝
福。今年，滿足矣」。
香港文匯報訊
袁偉豪即以 33 個心形圖案
（記者 李思穎）李
作回應，寶兒留言問：「33
佳芯（Ali）與拍拖 7 年
個心係咪代表生生不息的
的陳炳銓分手後，最新鮮
愛意呢」。
熱辣便是跟有蟲草大王稱

號的陳恩德傳緋聞，不過女
方已否認有新戀情，再次強調
彼此是為工作而見面，今個聖誕
依然是單身度過，指自己很被
動，有意追求的男士應放膽行動。
●嘉玲到小村莊試辣椒
嘉玲到小村莊試辣椒。
。
Ali 一身紅噹噹打扮出席聖誕活
動，預先感受節日氣氛，目前正趕
拍新劇《有種好男人》，預計拍攝
期至農曆新年，故此今個聖誕節應
該在工作中度過，若然有空檔的話
便玩即興約身邊朋友共慶。
事實上新劇開拍以來，她都忙於睇
劇本做功課，也沒時間約朋友出外食
飯，她笑言：「我想不敢約我，（是
否怕惹緋聞？）應該是自己也嚇
驚，每次被人影到都會有新聞，慶
幸自己不算太多社交活動，是悶得
之人，會享受留在家的時間。」

●蔣家旻坦言沒
信心得獎。
信心得獎
。

黃婧靈不排除再以大膽衣着赴會
台慶當晚以超性感打扮亮相的黃婧靈（波波)，席間獲頒
「最有話題衣着藝人」，問到可覺自己實至名歸？她笑
說：「睇大家點睇，台慶打扮都係尊重場合。（張相喺網
上瘋傳？）朋友冇太大反應，都見慣。」提到《萬千星輝
頒獎典禮 2021》即將舉行，問到可會再以性感上陣？她
說：「會集思廣益，嘗試搵吓大家意見嘅衫，（會再大膽
啲？）呢個唔肯定，睇大家嘅意見。」今年演出多個綜藝
節目的波波，對於有份入圍「飛躍進步女藝員」，問到很
有信心？她直言已預了陪跑：「都係睇前輩表現，向前輩
學習，我會努力嘅，但就平常心，應該都係陪跑。」
應屆港姐冠軍宋宛穎被問到可想下年有份獲提名？她
說：「希望之後多啲機會主持，因為都收到好多好嘅評
價，而拍劇集方面，預計最快都要出年卸任後先可以拍
劇。」她又透露正計劃報讀演技班進修一下，希望對演
技有幫助。
●黃婧靈(右)和宋宛穎是TVB的新晉小花。

憂生日無人約寧願開工
李佳芯籲追求者放膽出擊
當問她會否擔心緋聞嚇怕其他追求者？
Ali 理所當然表示：「真愛是不會逃避、
不會驚、會受得住。」但她承認這一行
很難認識朋友，就像大家一起傾工作的
事，倘若被影到便會出現很多版本，為
免再惹來誤會，她現時會叫埋助手陪
同，盡量避免單獨一人赴約，只是有時
跟朋友傾工作也沒理由要經理人一起，
這方面的事情較難拿捏，所以盡量會去
公眾場所，少到私人地方以避嫌疑。

願搵到命中注定的那一個，所以不介意
等，現階段沒有特定的擇偶條件，只想
遇到一個互相都有吸引力，願意繼續行
下去，可以一齊成長的已經好難得。至
於現時有否追求者？她則說不知道，
「這方面的敏感度不強，我諗有人鍾
意，可能對方不敢有所行動，所以覺得
男士應該大膽做主動。」

強調陳恩德只是工作拍檔
Ali 明天便踏入 39 歲的正日生日，她
表示原本想跟監製度期放假，當想到如
果當日冇人約會更加傷心，又不想阻礙
大家進度，最後打消念頭，決定開廠度
過。問到緋聞男友陳恩德有否約會慶
祝？Ali 即說沒有，強調上次見面純粹傾
合作慈善的工作，私底下沒有見面，稍
後不知道在工作上會否同場，沒想得太
長遠。至於今年的聖誕願望是否明年有
另一半陪同度過？她笑言竟要等到明
年，繼而透露不急於尋找親密朋友，寧

●李佳芯預先感受聖誕節日氣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