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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唱片公司缺席頒獎禮 張敬軒勇奪三獎

2021年12月28日（星期二）

欣宜 菊梓喬 泳兒

共 享「勁爆女歌手獎」
勁爆女歌手獎」

●胡鴻鈞昨
晚奪得 2 個獎
項，成績不
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梁靜儀）新城電台過去兩年受修例風波及疫
情影響，未能舉辦實體頒獎禮，隨着疫情緩和，昨晚《新城勁爆頒獎典禮
2021》終於回歸，假灣仔會展隆重舉行，頒發本年度樂壇第一張成績表，共
頒發62個獎項。張敬軒勇奪三大獎項成大贏家，而鄭欣宜、菊梓喬及泳
兒共享「勁爆女歌手獎」。由於新城與HKRIA（香港音像聯盟）旗下三
大唱片公司環球、華納及Sony Music今年10月才就歌曲播放版權問
題和解，恢復播放歌手歌曲，故三大唱片昨晚未有歌手代表出席，唯獨是

●《新城勁
爆 頒 獎 禮
2021》昨晚盛
大舉行。

華納的Dear Jane成員Howie以個人身份上台領取「勁爆作曲」獎。

新城勁爆頒獎禮 2021
主要得獎名單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正在舉行演唱會的張敬軒昨晚雖未能出席新城勁爆頒獎禮，但仍成為男歌手大贏
家，共獲得 3 個獎，包括「勁爆年度歌手」、「勁爆播放指數歌曲」及「勁爆專

勁爆歌曲：《佛系人生》許廷鏗、《荊棘海》泳兒、《I'm
Sorry》許靖韻、《先哭為敬》鄭欣宜、《思念即地獄》馮允

輯」，而許廷鏗、胡鴻鈞、馮允謙、林家謙則平分春色，各得 2 個獎項，其中胡鴻鈞及
馮允謙除了得到歌曲獎外，更同時得「勁爆男歌手」。 女歌手方面鄭欣宜、菊梓喬、
泳兒各得 2個獎項，其中鄭欣宜及菊梓喬更蟬聯「勁爆女歌手獎」 。今年矚目新人「聲
夢傳奇」學員炎明熹，姚焯菲同時獲得「勁爆新人」獎。

謙、《留下來的人》C AllStar、《BOSS》MIRROR、《100
歲備忘錄》石詠莉、《時光倒流一句話》林家謙、《今天不營
業》胡鴻鈞
勁爆播放指數歌曲：《俏郎君》張敬軒
勁爆年度歌手：張敬軒
勁爆演繹大獎：許廷鏗

鍾雨璇拍大合照腳軟暈倒
昨晚出席的歌手有鄭欣宜、陳展鵬、許廷鏗、胡鴻鈞、菊梓喬、谷婭溦、馮允謙、林
家謙、吳若希、泳兒、曾樂彤、鄭融、炎明熹（Gigi）、姚焯菲（Chantel）、陳毅燊
（ANSONBEAN）、施匡翹、石詠莉、鍾雨璇及露雲娜等，一眾歌手齊集台上後，先
來個世紀大合照，站在第一排的歌手有鄭欣宜、泳兒、菊梓喬、許廷鏗、馮允謙，其間
一度出現混亂，原來企後排的鍾雨璇突然腳軟暈倒在地上，女歌手李妍即除下身上的粉
紅毛毛褸給她披上，而陳展鵬及吳浩康即抬起鍾雨璇落台休息。
稍作休息，鍾雨璇清醒後透露中午出席活動時已有點身體不適，加上她穿上厚褸以致
焗到腳軟，她表示沒有受傷，也沒睇醫生，並透露今日會繼續開工拍 MV。而她休息一
會後已回到台前睇騷。

● 菊梓喬蟬聯
菊梓喬蟬聯「
「 勁爆
女歌手」
女歌手
」獎 。

● 泳兒的努力得
到回報。
到回報
。

姚焯菲膺最年輕女得獎者
頒獎禮由鄭啟泰、思敏、范振鋒及黎莉擔任司儀，率先頒發的「勁爆新人獎」，其中15歲的
姚焯菲更成為新城頒獎禮最年輕的女得獎者。而剛約滿離開無綫的王君馨獲得「勁爆躍進歌
手」。相隔多年再戰樂壇的陳展鵬，憑《零歲》得「勁爆我撐歌曲」。獨立歌手石詠莉的
《100 歲備忘錄》成為其中一首「勁爆歌曲」，她上台時激得眼濕濕說：「估唔到呢個歲數仲
拎到呢個獎，最重要多謝老公（鄧健泓），由始至終相信我嘅聲音，I love you。」

喬、《多喝水》鄭融
勁爆改編歌曲：《愛的故事（上集）》艾妮、《我的故事》露雲

欣宜獲粉絲舉燈牌支持
「勁爆填詞」得主周耀輝昨晚未有出席，由作品《荊棘海》主唱歌手泳兒代為領獎，泳兒
說：「我覺得輝哥係一個好畀心機填廣東歌詞的填詞人，多謝呢三年佢為我度身訂造咗好多
詞，我代輝哥多謝大家。」而獲得「勁爆監製」的舒文，同樣因事未能出席，由鄭欣宜代為領
獎，欣宜表示除了代舒文多謝新城勁爆之外，她自己亦要多謝舒文，因她學東西較慢，很多謝
對方花時間解釋給她聽，說完欣宜見到台下有不少Fans舉起燈牌支持自己，就笑說：「今晚好
多燈牌好威威呀！」惟欣宜在台上獻唱《@princejoyce》，又唱又跳，尾聲時不小心跌倒地
上，欣宜笑笑口執生，由舞蹈員扶起，欣宜仲講笑話「跌低咗少少」，全場報以掌聲鼓勵。
頒獎禮上，C AIIStar、鄭欣宜、胡鴻鈞、泳兒、施匤翹、炎明熹及林家謙等又一起演出嶄新
概念式音樂劇《唱吧！我們的歌！》，內容是圍繞由關嘉敏、陳善渝、葉泓聲及鄧禮迪飾演的
四名時空穿越的旅客，由 2038 年穿越到香港，尋找 10 粒就算面對幾多不幸事件、遭他人唾
棄、荊棘滿途、生活艱難，但
依然對夢想堅持及製作好音樂
的種子。四名旅客對種子加以
鼓勵，最後功成身退，返回
2038 年，是一個將香港新一
代音樂 DNA 持續爆發的故
事。
●跌倒被
扶起的欣宜驚
魂未定。

● 炎明熹
炎明熹（
（左）和姚焯菲拿下
和姚焯菲拿下「
「勁爆新人
勁爆新人」
」獎。

● 陳展鵬
陳展鵬、
、 吳若希與吳浩康
上台拿「
上台拿
「勁爆我撐歌曲
勁爆我撐歌曲」
」獎。

● 鍾雨璇由陳展鵬和吳
浩康等人抬離場。
浩康等人抬離場
。

張敬軒幫泳兒擦眼淚
動，我被投閒置散，沒有收入，恩人周國豐叫我
去做港台節目，當時一份工做DJ，另一份是做VJ
報娛樂新聞，嗰段日子好難忘，喺港台第一日返
工，就收到這位歌手第一隻派台碟《感應》！我
的小師妹Vincy。」眼淺的Vincy上台後已經開始
眼濕濕，「多謝你，台下面聽你講，我已經好感
觸，我第一隻派台碟喺你手，我冇乜人識，第一
個小小演唱會，你都願意來幫我做嘉賓……」隨
即已經熱淚盈眶，軒仔幫Vincy擦掉眼淚之餘，再
鼓勵她：「每個人也是由一張白紙開始，只要肯
努力，聽眾耳朵係『雪亮』！你一定會有好成
績！」

● 張敬軒替泳兒抹淚之餘
張敬軒替泳兒抹淚之餘，
，還給予鼓勵
還給予鼓勵。
。

娜、《畫出彩虹》歐信希
勁爆唱作人：許靖韻、林家謙
勁爆躍進歌手：曾樂彤、黃淑蔓、王君馨、龔柯允、謝高晉
勁爆新人：力臻、ANSONBEAN、楊樂文、麗英＠小薯茄、姚
焯菲、炎明熹

● 女歌手鍾雨璇在台上突然暈低
女歌手鍾雨璇在台上突然暈低。
。

上台做嘉賓好感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張敬軒（軒仔）
跨年演唱會前晚 boxing day 來到第四晚演出，軒
仔特意大派禮物，請來Tyson Yoshi及泳兒擔任嘉
賓，好讓歌迷一晚拆兩份禮物，再加上兩度「安
哥」，大家都滿載而歸。
軒仔先介紹Tyson Yoshi出場，他形容兩人的相
遇很奇怪，在一次訪問 Tyson 時被他激嬲，對方
竟然話細細個便聽軒仔的《孤單公園》。當晚Tyson調皮地帶同一支巨型玩具槍上台，一上來就向
軒仔發射，軒仔本想搶槍報仇，最後因為不懂開
關失敗收場。軒仔說：「今日 boxing day，你着
件T恤上來，係咪準備畀我拆禮物呀！」 觀眾即
起哄叫Tyson除衫，Tyson就跑過去拉軒仔外套上
面打的結，「你似拆禮物多啲喎……」兩人如大
細路。
軒 仔 再 追 問 Tyson 究 竟 幾 細 個 聽 《 孤 單 公
園》，唬嚇他不要亂說，Tyson驚驚青青答：「中
學，小學個陣你未入行……」軒仔滿意收貨，讚
Tyson講得好，Tyson更不停狂讚軒仔首《孤單公
園》，當知道軒仔有份為首歌編曲時，揚言對軒
仔尊敬程度直線上升！
另一份禮物便是嘉賓泳兒（Vincy）出場，軒仔
稱：「我同佢好有緣，2005年舊唱片公司人事變

勁爆我撐歌曲：《十倍速》吳浩康、《零歲》陳展鵬、《火和火
柴》吳若希
勁爆國語力歌曲：《倔強》谷婭溦
勁爆作曲：《多喝水》Howie@Dear Jane
勁爆填詞：《荊棘海》周耀輝
勁爆編曲：《我的故事》Allan Lau
勁爆監製：《先哭為敬》舒文
勁爆專輯：《The Brightest Darkness》張敬軒
勁爆男歌手：馮允謙、柳應廷、胡鴻鈞
勁爆女歌手：泳兒、鄭欣宜、菊梓喬
勁爆組合：C AllStar、ERROR、MIRROR
勁爆突破歌手：施匡翹
勁爆新媒體歌曲：《差一些什麼？》李靖筠、《我會害怕》菊梓

● 鍾雨璇為創作
歌手及模特兒。
歌手及模特兒
。
網上圖片

作為特色黨史教育活動

● 石詠莉發表感言時
激動得熱淚盈眶。
激動得熱淚盈眶
。

《1921》京滬長期固定放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由中宣部電影
局、上海市委宣傳部指導拍攝，黃建新監製兼導演、鄭大
聖聯合導演的「慶祝建黨一百周年重點影片」《1921》，
繼在「一大」會址開機及舉辦首映儀式後，再一次重回
「一大」會址，舉行「回望百年，星火永傳」為主題的固
定放映啟動儀式。即日起，影片將作為特色黨史教育活
動，在上海、北京兩地的UME國際影城（新天地店）和中
影國際影城（黨史館影院）長期固定放映。
「從策劃啟動之日起，我們就知道，這不僅僅是一部電
影，同時也是那段珍貴歷史的生動再現，以及紅色革命精
神的接力傳承。回望百年，星火永傳，希望通過長期放
映，《1921》能跨越時間、空間，成為一代代年輕人了解
歷史的一個『窗口』， 讓百年征程歷歷在目，讓百年初心
歷久彌堅！」電影《1921》出品人，騰訊集團副總裁、閱
文集團首席執行官程武在現場表示。
《1921》於今年 7 月 1 日公映，上映以來取得了非常積極
的社會反響。此次長期固定放映活動為上海市電影發行放
映行業協會，聯合上海市旅遊行業協會等，策劃的全新模
式── 「紅色電影之旅」活動，在北京和上海兩地長期固
定放映《1921》。
北京的固定放映地點為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配套影院
的中影國際影城（黨史館影院）。黨史館影院專設有兩個
「紅色主題影廳」，打造黨史學習教育「紅色放映基

地」。觀眾可以通過「線上預約」的方式，掃描「紅色經
典影片展映」的二維碼，進行預約觀影《1921》。在上
海，觀眾在遊覽一大會址紀念館後，可前往UME國際影城
（新天地店）觀看影片《1921》。
通過長期固定放映《1921》，將紅色電影及紅色旅遊資
源相結合，有機會把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做
得更加切實，讓每一位參與者從「實景」到「影像」，全
方面沉浸式感受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完整歷程，讓紅色舊址
成為黨史「教室」，也令影院成為新一處紅色文化高地。

● 《1921》作為特色黨史教育活動啟動長期固定放映。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