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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廿一世紀香港歌手，「現代化」

的首要任務，就是打好普通話根

基，北上穿州過省賺人仔，把自家

歌曲唱到大鳴大放，超級歌聲散落三十四個省級行政

單位、二十三個省、五個自治區、四個直轄市及兩個

特別行政區。

從〈大會堂演奏廳〉唱到〈情非首爾〉，克勤與人

民幣匯率一樣穩步上揚不斷升值。

從〈少女的祈禱〉祈求上天放過一對戀人，到今

天〈真命天子〉出現，千　借花敬佛為國慶沖喜。

從〈時代曲〉唱到〈給你〉，○二年上海獲

得「2010年世界博覽會」的主辦權，○九年陳

奕迅成為「2010年上海世博會」志願者宣傳

大使，以及主唱活動主題曲〈在你身

邊〉，奠定內地基業。

從前程〈未知〉到〈很忙〉的

星途，中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任務

大成功的○三年，也是祖兒踏上

「最受歡迎女歌星」五連霸的

台階。

從〈明愛暗戀補

習 社 〉 到 〈 二 缺

一〉，○八年風起雲湧

的奧運，也標誌着蔡卓妍

開創個人事業高峰的一年。

從英國殖民地變成特別行政

區，在香港回歸祖國第十二個年頭

的今天，也是中華人民公和國慶

祝建國大業六十年的日子，就

由五位具代表性的香港歌手，

細說他們的家國情懷。

華女



體驗驕傲

熱愛運動、曾擔任多屆世界盃節目主

持的李克勤，跟運動結下不解緣。在○八

年北京奧運這件中國體壇盛事中，他不但

被奧組委選中，與譚詠麟、陳奕迅、容祖

兒、古巨基、梁詠琪及其他中、港、台歌

手合唱奧運主題曲〈We Are Ready〉，更

遠赴北京擔任奧運主持，親身體驗中國人

首辦奧運的驕傲。

眾志成城

「最難忘國家大事是二○

○八年的北京奧運，自己有

幸參與這次奧運主持，出席

它的開幕典禮。當時身處北

京的我，覺得整個國家及北

京政府，都為奧運做了很多

工夫。奧運期間北京市容的

乾淨清潔，完全是超乎我所

想像。

而科技再加上人為努力，亦是今次奧

運會成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鳥巢及水立

方都是科技的表現，在我們工作的廣播中

心入面的接待人員及保安檢查，全部都好

有禮貌、充滿笑容、外語能力又好，保安

嚴密之餘又不會令人感到好煩厭。加上國

家選手在運動場上得到優異成績，這絕對

是一件值得開心的事。」

普及教育

「今日中國依然有很多山區及偏遠地方

的小朋友沒有機會接受基本教育，或者是

要在很艱苦的情況下接受教育。我希望中

國可以早日發展教育普及，每個小朋友都

可以享受到最基本的教育，讓小朋友最少

完成中學課程。然後從教育普及再推動整

個國家的國民質素、國家經濟以及其他各

方面的平均發展，那就最好了。」

古今並存

「中國有很多大城市，當中我推介上

海。有『十里洋場』稱號的上海，一直都

是中國的經濟及金融中心。有歷史學家說

上海在二千多年前已開始發展，上海浦西

的舊建築和對岸浦東的新建築物，那新舊

並存的感覺好特別。另外，我最愛到上海

食、食、食，在上海世界上任何菜式都可

以食得到。而每年秋天，即國慶這段期

間，上海的大閘蟹更是人間極品。」

人氣高企

多年來堅持以歌會友的陳奕迅

Eason，不但得到香港樂迷肯定，更受到內

地粉絲熱捧。近年在華語樂壇地位愈來愈

鞏固的他，多次在內地舉行巡迴演唱會，

實力備受肯定。Eason除了在○七及○八年

度《十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中連奪兩屆

「亞太區最受歡迎香港男歌星」外，上年更

被奧組委選中成為北京奧運火炬傳遞的火

炬手之一，今年，他更成為「2010年上海

世博會」志願者宣傳大使以及主唱活動歌

曲〈在你身邊〉，不論在香港及內地，人氣

同樣高企。

就在身邊

「自從北京獲得奧運主辦權

後，身邊一直有很多關於京奧的

事發生，像一百日倒數、傳遞聖

火等。這是中國首次舉辦國際性

運動會，雖然初時有些人帶點

保留，但最後亦證明中國人都有能力把奧

運辦好。京奧不僅是國家大事，更是一件

好有代表性的世界大事。

以前睇電視會覺奧運是遙遠的事，這

次地點變成我們平日也經常去工作的北京，

感覺上更加親切。而且去年香港亦有份主辦

奧運的馬術比賽，我們也可以在香港親身到

現場體驗，真的是一件很難忘的事。」

中國最強

「送給國慶六十周年的四個字是風調雨

順。中國以農立國，農作物的收成會直接

影響人民的生活。就算今時今日中國的工

業正在蓬勃發展，但農業仍然重要，因為

它關乎整個國家的糧食供應。所以我希望

日後中國不會再有任何天災、異常

的天氣變化，令人民生活安定，特

別是農民，令他們生活變得富足，

那就國泰民安了。」

漫畫之城

「重慶這個山城，是我去過最有宮崎俊

漫畫感覺的地方，因為整個城市都是依山

而建，中間有四條河穿插其中，加上當地

經常被大霧籠罩，感覺充滿動畫感。講到

繁榮一面，重慶有很多車，多到永遠望不

清楚條馬路，作為一個外地人，我感覺到

他們有自己一套開車規則，外地人應該不

敢在當地開車。」

Eason今年三月出席《中國2010
上海世博會志願者標誌、口號、
歌曲發布儀式》，身為宣傳大

使的Eason更演繹活動
主題曲〈在你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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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勤主持大型體
育節目經驗豐
富，北京奧運同
樣被選中，到當
地擔任主持。

北京奧運倒數一周年活
動中，克勤與中港台逾
一百三十位歌手一齊在
天安門廣場前，合唱
〈We Are Ready〉，製造
一個畢生難忘的經歷。

李克勤

陳奕迅

成為火炬手之一，當日除了全香港市民圍
觀為Eason吶喊，Eason太太徐濠縈及囡
囡康緹也到場見證這個歷史一刻。



京奧舞台

Joey舞台經驗豐富，曾踏足多個大小

舞台，去年，她更有機會踏上一個受全球人

士關注的舞台，成為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及閉

幕禮的表演嘉賓之一，在這個雲集國際著名

歌手的舞台上，Joey代表香港，與來自海峽

兩地的歌手一齊大合唱，向全世界展示中國

人的精神與活力。

體操小將

「很榮幸，我可以參與去年的北京奧運，成

為開幕式及閉幕禮的表演者之一，親身體驗京

奧的成功，令中國人的國際形象提升了很多。

京奧中，中國運動員得到好成績，當中令我留

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有份奪得體操女子團體

金牌的程菲，我見過她真人，她是一名好可

愛的小朋友。比賽時，她很有大將之風，那

份堅強和毅力是跟藝人互通，所以我十分

明白運動員花了很多心機時間去下苦功練

好自己項目的那份精神。」

下代希望

「跟其他西方

或某些亞洲國家相

比，中國經濟雖然

較遲起步，不過近

年發展速度驚人，甚

至趕過某些國家，對世

界經濟有很大影響力。我覺得最值得欣喜是中

國人的下一代都有自己的思想，尤其是我接觸

過90年代後出世的那一群後生仔女，他們都很

清楚自己想做怎樣，比起香港的年輕人有過之

而無不及，所以我對

中國的未來發

展很有信

心。」

振興經濟

「去過很多中國城市，有一個城市大家

可能較少去，就是成都。我覺得成都是個不

錯的城市，當地有麻辣火鍋等美食，而且當

地更是熊貓原產地，可以親身到當地睇睇這

種稀有動物。去年成都受到四川大地震牽

連，經濟及民生都大受影響，所以我希望各

位可以多多到當地旅遊，帶旺當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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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奧的開幕式及閉幕禮的
表演嘉賓雲集中港台三地
的當紅歌手，袓兒有幸被
選為其中一位表演者。

容祖兒



有增無減

Twins在《2007年度十大勁歌金曲

頒獎典禮》中，首奪「亞太區最受歡迎

香港女歌星」，是香港首個女子組合奪得

此獎項，這獎項足以證明Twins在內地的

人氣。阿Sa蔡卓妍及阿嬌鍾欣桐以歌曲

及廣告攻佔內地市場，孖妹魅力無窮。

雖然在○八年，Twins經歷風起雲湧的一

年，不過暫時仍以「二缺一」身分出現

的阿Sa，在內地人氣一樣有增無減。

上下齊心

「最難忘是去年的北京奧運會，見

到中國人可以圓滿地完成這項世界盛

事，由開幕式、各項比賽，到最後的閉

幕禮，所有東西做得好完美，是值得驕

傲的事。

這次奧運之所以辦得成功，全靠全

國人民支持，即使是一個普通市民都會

幫助遊客，或整頓市容，每個人都做好

自己本分，令奧運會做得盡善盡美。好

似開幕式，不論是李寧在空中漫步，或

是千人參與表演的環節，背後都有很多

人付出努力。從舉辦奧運中，可見中國

人的團結精神。」

天佑子民

「國慶是一件值得慶祝

的事，我很希望每個中國

人都可以過得開開心心，

歌舞昇平，分享這十多

年，中國迅速發展下的繁

榮及穩定。尤其是去年曾

發生汶川大地震這天然大災

害，令很多人失去家園同家

人，所以我希望大型天災及人

禍不要再發生，每個人都可以生

活平安幸褔、身體健康。」

世博盛會

「○八年北京奧運舉辦時，我

因為工作關係，不能親身到現場看

比賽，我知道上海將會在二○一○

年舉辦世博會，我希望今次可以有

機會參與這件國際盛事。我一向很喜

歡上海這個城市，因為當地相當繁榮

及先進，建築物也很摩登，絕對不比

其他已發展國家遜色。與此同時，上

海也保留着一些舊上海式的建築物，

新舊對比令上海這個城市充滿自己特

色。另外，我最鍾意食，所以有好多好

嘢食的上海最彻我。」

蔡卓妍
Twins雙妹合璧，令到她們成為「亞
太區最受歡迎香港女歌星」首個組
合得主。

北京奧運中國運動員金牌得主來港
表演，阿Sa有幸在活動上，與四位
划艇金牌得主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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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千女華

汶川大地震的災情令很多中國人
為之動容，千嬅身體力行，到四
川當地探訪當地兒童。

笑攻內地

千嬅在娛樂

圈八足咁多爪，出

唱片、拍電影、拍電

視劇、做節目主持，每

方面都受人讚賞。○六

年，她首次拍攝內地電視劇

《武十郎》，以「大笑姑婆」形象

攻入內地市場，千嬅更憑這個劇得

到《南方盛典頒獎典禮》的「最佳

女主角」，演技被內地觀眾肯定。

互相鼓勵

「去年七月我代表聯合國兒童

基金會，去四川的地震災區探訪災

民。在一個分享晚會上，參與一個

由支援四川的勇士辦的追悼會，聽

他們講述災民逃生和拯救其他人的

經過，當中有個小朋友唱了一首童

謠〈兩隻老虎〉去安撫拯救他的

人，小朋友精神很頑強，帶動起其

他人的勇氣，整個過程很感動。」

回憶歷史

「《建國大業》其實是一套為建國

六十年而拍的電影的名字，當中細述

了很多中國歷史，很值得年輕朋友去

探討中國歷史文化。我覺得中文字本

身已經很有威力，很多字本身就包含

了很多歷史及生活中的意思，不像時

下年輕人所用的併音字般令人難受。

我覺得作為中國人，應該了解建國以

來的歷史，了解自己的國家。」

麻辣皮膚

「我很喜歡重慶這個城市，聽到她

有『山城』、『霧都』、『四大火爐』

這些外號，就知道這城市有幾特別。

由於地形關係，重慶大部分地方都是

斜路，即使以前中國流行以單車代

步，重慶人都沒有跟隨這生活習慣。

重慶最值得推廌的，當然是她的『麻

辣火鍋』，辣得來又好味到令人停唔到

口，當地女仔的皮膚又白又滑，唔知

係咪和麻辣火鍋有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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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而優則演的千嬅，首次主演內地
劇集《武十郎》。女扮男裝演武十
郎，大受內地觀眾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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