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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得 「飛躍進步男藝員」
的梁烈唯（唯唯）、 「最佳
男配角」古明華及 「最佳女
配角」胡定欣，前晚在無線
台慶頒獎禮後相約食飯慶祝，
好友胡杏兒、黃日華夫婦等到

賀。
唯唯離開電視城時，有大批

粉絲上前祝賀，向他送上禮物。
他坦言，好感激大家的支持。問
到下個目標是什麼？他笑言，希
望奪電影新人獎。唯唯又感謝杏
兒的支持，他記得年前杏兒在化
妝間曾鼓勵過自己。杏兒前晚亦

兌現承諾，之前錫了唯唯右邊臉，前晚
再錫其左邊臉當祝賀。

定欣坦言，近期連奪三獎，好圓滿
，亦十分開心，今次的女配角獎由自己
公司頒發，她特別想得到，尤其是獎項
由好友黃智雯頒發，特別開心。另外，
杏兒前晚跟黃宗澤同台，問他們是否首
次同台？杏兒說： 「係咩？未試過咩？
好似係喎！我們（分手後）曾見過，沒
什麼，前晚也有打招呼。」對於有傳黃
宗澤追周麗淇，杏兒笑說： 「係咪真㗎
？新聞寫下啫。」

古明華願續約
古明華表示，得獎後立即透過短訊

向在美國旅行的太太及女兒報喜，女兒
更開心到喊。

問他是否跟無線簽了經理人合約？
古明華表示，還未落實，但機會很大，
可能因為 「蘇基」一角在其他地方都有
不錯的反應，他覺得 「蘇基」已是公司
的資產。問到怕被指以約換獎嗎？古明
華表示，知道實際情況不是這樣，並說
： 「點都有人講，自己知什麼事便可以
了。」他坦言，王維基曾向他招手，並
說： 「我只求有好的機會、劇本，覺得
無線也會畀到我，公司係好有誠意，更
同我講話好需要我這一類演員。」

無線新劇《法網狙擊》昨日舉行宣傳活
動，出爐視后楊怡、 「飛躍進步男、女藝員」
梁烈唯及黃智雯、謝天華、森美、陳敏之、
賈曉晨、高海寧及沈震軒等出席。席間謝
天華不時拿羅仲謙（謙謙）開玩笑，但楊
怡始終不肯認謙謙的男友身份，只多謝對
方的支持。

活動上，當謝天華手持玫瑰花向楊
怡示愛，他笑說： 「楊小姐，請你嫁畀
佢啦。」楊怡反問 「佢」是誰。許紹雄
笑言，是好謙虛那個；唯唯亦笑說：
「你攞獎佢喊那個呀。」天華亦笑說：
「我份人好謙虛，好謙㗎。」之後天華

送上一張長期飯票給楊怡，但署名簽了
「MR. Law」（羅先生），令楊怡哭

笑不得，忍不住打他。

沒有加簽合約
楊怡前晚出席頒獎禮後便回家，

沒有特別慶祝，昨日見她有點眼腫。
她表示，心情已平服，前晚真是好興
奮。稍後，她將請《名媛望族》台前
幕後食飯慶祝。

楊怡表示，媽咪看到她得獎十分

感動，忍不住喊，為她感到驕傲。提到
羅仲謙見她得獎激動到喊，她表示，收
到對方的祝賀留言，好感謝他。提到公
布視后她沒有擁抱謙謙，楊怡解釋稱，
因為對方沒站起來。問為何不發表愛的
宣言？她說： 「都沒時間。我要爭取時
間講自己想講的，這些大把時間培養
啦。」有傳她答應跟無線加簽五年經
理人約，楊怡稱，跟無線仍有合約，
沒有加簽。

天華調侃嘟嘟
天華表示有恭賀阿怡，自己亦

覺賽果有驚喜，尤其幾位 「傑出演
員大獎」，很戥他們開心。但他笑
說： 「不過，嘟嘟姐都好多年冇拍
戲，傑出演員？」天華指，明白這個
獎是鼓勵操行好的演員，要有演員道德
，守時又會教導後輩。他自問年資不夠，
或者過多三、五年。記者指他想攞獎，可以
加簽五年（約），天華笑說： 「有獎我加簽50年
都得，但唔知有冇咁長命。」

另外，有指外間不滿楊怡得獎，天華表示，
任何人得獎，都會有反對聲音，不用太介懷。

楊怡無時間楊怡無時間楊怡無時間

杏兒踐諾吻賀唯唯

三度獲視帝寶座的黎耀祥（祥仔）昨日
準時回到電視城拍攝無線新劇《傳愛事務所》
。一臉疲態的他透露，頒獎禮當晚返到家已
是凌晨，只吃了隔夜滷水鵝來慶祝，稍後將
安排請台前幕後吃飯。祥仔笑說： 「之前我
贏咗 100 萬元，加埋今次真係走唔甩，但我
擔心因為聖誕檔期約唔齊人。（阿仔有無表
示？）無咩啊，佢依家好 cool，淨係喺微博
恭喜我。」

可惜陳國邦無獎
說到宣布祥仔得獎時，馬國明驚訝得目

瞪口呆的照片被網民放上網，祥仔自言也感
愕然，事關大熱是林峯，不過，《大太監》
橫掃多個獎項，獨欠陳國邦，自己為此感到
失望，但古明華也不錯，值得鼓勵，相信陳
國邦會有下次機會。又提到有網民質疑票數
與無線公布的數字有出入，祥仔透露，這次
投票監督十分嚴謹，其實都是遊戲一場，加
上世上並不存在絕對公平，這次總算是創新
方法，還會有很多改善空間。

問到可擔心會掀起他和林峯的粉絲罵戰
？祥仔覺得這是良性競爭，相信不會。此外
，他表示，希望加騷價20至30%，事關從首
度獲得視帝後，一直未有加價，他的騷價一

向偏低，今次總算可以有個藉口（加價）。

無線重播《天與地》
至於無線外事部副總監曾醒明解釋稱，

百多萬的票數是投票總和，並非代表有多少
市民參與，惟公司不會公開各候選人實質得
到票數。他又透露，頒獎禮平均獲36點收視
，最高有41點，約263萬人收看，同時收到
63宗投訴，大部分是有關不滿視帝、視后及
最佳劇集的賽果。而無線為慶祝《天與地》
獲獎，計劃於明年 1 月 1 日深夜時段重播該
劇。

視帝祥仔醞釀加騷價

徐子珊前晚奪得 「我最喜愛電視女角色」，當晚偕
同 「飛躍進步女藝員」黃智雯出席慶功宴，林峯雖然沒
得獎，都有到賀，其他出席者尚有樂易玲、梁家樹等。
林峯表示，今次飯局早已約好，不論賽果如何，由他與
子珊夾份埋單。對於再次食白果，林峯表示，失望是因
為未能多謝投票的粉絲。

提到輸給黎耀祥（祥仔），林峯坦言，在後台見到
祥仔，都跟對方說好緊張，因為不想令粉絲失望，自己
一向抱平常心，但遺憾沒有和祥仔合作過，對方是他好
尊重的前輩。現在是否期望在年尾的音樂頒獎典禮獲多
些獎？林峯表示，無將重心放於獎項，反而希望有時間
綵排演唱會。

獲楊怡送暖包
徐子珊表示，很開心有獎

拿回家，笑言在台上致辭時忘
記多謝監製。會否感失望呢？她坦言有失望，但自己已
盡力，無愧於心，最失望的是粉絲和朋友，並說： 「但
最大意義是過程，知道身邊有人支持自己，感受到身邊
人對我的愛，推動自己去行這條路，會繼續努力。」

對於楊怡被網友抨擊，子珊指，今次是全民投票，
獲觀眾支持才會得獎，總有人喜歡和不喜歡。提到楊怡
得獎後未有和她擁抱，子珊表示，在後台時，楊怡有送
暖包給她，大家太敏感了；又笑言，會將獎項斬開一半
給阿峯。黃智雯於本月21日牛一，前晚眾人亦為她慶生
。她坦言，得獎感到意外，但很感動身邊的人很支持
自己。

戚其義擬再辦慶功
另外，劇集《天與地》勇奪 「最佳劇集」

，頒獎禮完結後，陳豪、黃德斌、簡慕華和監製
戚其義（阿戚）等昨日凌晨到旺角一食肆慶功，
女主角佘詩曼沒有現身，但她在微博上留言道：
「我愛《天與地》，我愛你們！」

陳豪前晚帶同女友陳茵媺到場，表現恩
愛。戚其義鐵定離開無線，問他可覺今次
贏得險？阿戚笑說： 「沒有男主角獎已經
很險了。今次不是慶功，因為沒想過得
獎，或者遲些再約演員，再辦慶功。」

子珊送半個獎給林峯

前晚在無線頒獎禮上食白果的岑麗香（香香）
，昨日與黃婉曼出席一個智能手機活動。香香重申
，能入圍已超出預期，對陪跑完全不介意。

香香前晚封胸令人大為失望，昨日她繼續密實
，被以tube dress上陣的黃婉曼搶去風頭。

香香笑言，一早表明不行性感路線，所以不介
意被搶鏡。稍後她將拍攝新劇《神槍狙擊》並飾演
神槍手，香香笑言，最開心是不用以泳衣示人，相
信自己穿着制服會另有一番味道，不擔心令宅男粉
絲失望。

黃婉曼遭歧視
問黃婉曼可介意穿泳裝演出？她表示，

未試過，所以不知道，但自己不懂游水，所
以平日多數是穿背心短褲去泳池邊浸水。

黃婉曼更自爆讀書時因身材太勁遭同學
歧視，所以太豐滿未必是好事。不過，入行
後的她想法已改變，覺得稍為性感一些也無
妨。問可曾想過做縮胸手術？黃婉曼坦言沒
有，覺得順其自然最好。

香香新劇玩制服誘惑

▲林峯（右起）、子珊科款請吃飯，順道為黃智雯
慶生，林夏薇亦有現身

東華三院．拉斐特 「姿．心語」關
愛婦女慈善晚會前晚在灣仔君悅酒店舉

行，由王賢誌及陳倩揚擔任大會司儀
。王賢誌表示，過去 20 年也為東華
三院擔任司儀，因為其父是東華三
院主席。

至於為活動擔任司儀，王賢誌
表示，不會計較價錢，並說： 「總
之做得開心、舒服便可以。」他表
示，今年自己公司太忙，不能擔任
東華總理，又說： 「主席三太（即
何太）有找我傾，該會每年 4 月開
始新一任總理遴選，若自己工作不

太忙，也有興趣去做。」

呻無線廣告費貴
對於新的免費電視台發牌仍未落實

，王賢誌表示，自己以三個不同身份來
看，也希望政府盡快發牌。他說： 「我
以電視從業員來看，做電視只能入無線
，沒有任何選擇，亞視又不成氣候，電
視從業員沒有出路；作為觀眾亦是沒有

選擇；作為廣告客戶的我，雖然無線的廣告
費愈來愈貴，仍要落廣告，因為我不落廣告
，我的商品便似落後，但無線的收視不及從
前，卻不斷加價，今年已加了大概百分之二
十，非常昂貴。我不是撐王維基，只是香港
作為國際大都會，應有不同選擇的電視台。

陳倩揚原先在前晚出席《萬千星輝頒獎
禮》，但由於要為東華擔任司儀，不能出席
。倩揚表示，自己支持的馬國明及徐子珊均
告落敗，未能膺視帝、視后。

王賢誌撐發牌

▲唯唯（右起）、古明華、杏兒、定欣及黃日
華盡興而歸

▲祥仔獲大批粉絲支持

▲天華（左）給楊怡（右二）送上長期飯票

▲杏兒（左）送吻賀唯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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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怡未肯認
羅仲謙是男友

▲香香不走性感路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