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決戰前夕，風起雲湧，議論

紛紛，鹿死誰手，還看《萬千星輝

頒獎典禮》。頒獎禮上，鄧萃雯與黎耀祥

以一身「人約黃昏後」的情侶裝拍住上，

成為首對成功冧庄「最佳男主角」及「最

佳女主角」的得獎者，為《義海》結局的

遺憾畫上完美的句號。加上晴晴陳法拉得

到「最佳女配角」、人人喊打的非凡哥麥

長青得到「最佳男配角」，及今年

多產的黃浩然得「飛躍進步男

藝員」，《巾幗梟雄之義海豪

情》成為演員個人獎項的大贏

家。

同樣為大熱劇集的《公主嫁

到》成績有得揮，除了得到證

明劇集團隊努力的「最佳劇

集」外，佘詩曼憑刁蠻昭陽公

主得到「我最喜愛的電視女角

色」。演員當中成績最好，要

數憑情深物理學家得「我最喜愛

的電視男角色」及「tvb.com人氣

大獎」的林峯。

各大獎項眾望所歸，得獎者

共勉之，為觀眾發放更多快樂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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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醒 九姑娘
冧庄視帝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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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姑娘與劉醒在《義海豪情》結局中能一齊度過餘
下時光，今年頒獎典禮，好友Wyman黃偉文更為雯女
度身訂造一個「劉醒與九姑娘人約黃昏後」的服飾，雯
女也想劉醒同台得獎。
「我當然想劉醒與九姑娘一齊攞！要生一齊生，要

死一齊死，要攞獎也要一齊！我記得大結局那晚，大家
喊到好犀利，我想是大家對劉醒同九姑娘那份對愛堅持
的信念，鼓勵自己只要心中有愛，那份愛可以愛屋企
人、朋友、世界上好多的人，這信念可以讓我活到老也
可以好有活力，好像鄭九妹一樣。」

雯女成為首位冧庄視后，曾經坐足一晚食白果，
雯女明白頒獎禮的遊戲規則，對獎項仍能冷靜對待。
「學DoDo姐話齋我試過成晚食白果，亦試過得

獎，我想大家都會明白到需要冷靜面對。不過我感到
高興的是見到每個演員好用心，我同劉醒能攞到這個
獎，《義海豪情》所有班底都不可少，每個人都要付
出好多先得這個獎。即使《義海豪情》得不到『最佳
劇集』，我亦想同添哥（監製李添勝）講不用失望，
對我們來說《義海豪情》就是最佳的劇集。」

黎耀祥 鄧萃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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雯 女 感 謝 《 義
海》監製添哥及
編審張華標設計
一個有血有肉的
鄭九妹，亦感謝
神 讓 她 熱 愛 演
戲，讓她演得更
好。

雯女潮人好友Wyman黃偉文，今
年再為她設計造型，給九姑娘跟
劉醒去ball，這套晚裝由Joanna 
Ho設計，首飾則由Van Cleef & 
Arpels提供。

開創先河，成為冧庄視帝，不過祥仔仍為《義海豪情》得
不到「最佳劇集」而失望。「我們成日強調義海團隊比我們個
人獎項重要，所以我好希望《義海豪情》可以攞到『最佳劇
集』，獎項其實屬於大家，有點失望，但也要繼續努力。」
祥仔上年表示怕冇機會再攞「最佳男主角」，所以將所有

要多謝的人講晒，原來祥仔不止講晒所有感謝名單，更想在得
獎後退休。「舊年攞完我就諗攞完就完結，會不會好開心呢？
對我來說，演戲是一個追求，攞到獎就好像到一個終點，現在
繼續跑，繼續去演好每個角色，我是想從角色中，尋求人生每
個問題的答案。」

「最佳男主角」是頒獎典禮上，最後一個個人獎項，上年
由頭贏到尾，拎了三個獎項的祥仔今年則要由頭驚到尾，直到
頒獎嘉賓吳君如爆出祥仔成為得獎者，祥仔才能鬆一口氣。
「我不是擔心拿不到獎，只不過我是一個好易受現場氣氛

影響的人，被當時氣氛影響，我有少少壓力，好混亂。頒獎禮
當晚，我與阿Mo（陳豪）不斷傾偈，他是一個好大方、好叻的
演員，他當時還安慰我不要太緊張。雯女得獎時，我也諗過上
台跟她攬一攬，但當時她與我沒甚麼眼神交流，又驚她之後走
了落台，所以最終也沒有這樣做，直到完場才向雯女祝賀。」

頒獎嘉賓吳君如在台上未睇得獎名字，先公
布祥仔成為得獎者，對於君如此舉，祥仔說
人一世冇乜機會可以嘗試，所以不理好醜，
上台拎了獎才算。

祥仔再憑添哥監製的劇集《巾幗梟雄
之義海豪情》得到視帝，祥仔直言很
喜歡劉醒這個角色，一世也會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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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后爭奪戰中，以九姑娘鄧萃雯及昭陽公主佘詩曼
呼聲最高，最終平分春色，各得一獎。阿佘得到這獎
感到開心，因為刁蠻公主正是她最喜愛的角色。
「昭陽公主是我最喜愛的角色，所以這個角色得

到觀眾的喜愛，令我覺得好高興，好多謝小青姐、編
審給予我這個好角色，多謝一班演員及燈光髮型化妝
等等幕後人員，還有我說服了媽咪好耐，她終於肯來
頒獎禮，第一次現場睇我得獎，我覺得事業與家庭同
樣重要，我好想跟她說她永遠是我最喜愛的角色。」

阿佘在新聞中心接受訪問時，正要頒發「我最喜
愛的電視男角色」，阿佘望住熒幕大嗌：「阿Mo！
（陳豪）」。雖然最終由林峯得獎，阿佘同樣戥他高
興。「阿Mo是《公主嫁到》的拍檔，我當然要支持，
不過阿峯得獎，我同樣開心，他是我老友。」
對於失落「最佳女主角」，參與多屆頒獎禮的阿佘

不會不開心。「得不到『最佳女主角』，也會有少許失
望，但不會不開心，每年都有好多好演員，得到獎的只
有幾個，所以我不會給自己太大壓力，每個角色都會盡

力做好，而且最緊要是得到觀眾支
持，我會繼續努力向前。」

佘詩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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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得到「tvb.com人氣大獎」，林
峯笑言未坐定，又唔知原來自己有份
提名，所以當宣布他的名字時，感到
有點意外。

Kingsley一角，最大的迴響就是林
峯的「chok樣」，「由於角色比較
內歛主要以眼神演戲，加上播放後
畀大家注意而放大了，但我覺得是
好事，變成了一個幾得意的話
題。」

阿佘繼昭陽公主，在剛拍
完的《花花世界花家姐》
中，飾演只有十歲智商的
智障人士，阿佘坦言想挑
戰從未試過的奸角。

阿佘正在內地拍劇，為了頒獎禮，特別回
港，之後第二天即要回內地，繼續拍劇。

先拔頭籌得到「tvb.com人氣大獎」，林峯得獎時仍是一面
惘然，結果再下一城，第二次奪得「我最喜愛的電視男角色」
獎，心情開心又滿足。
「真係好開心！我自己好鍾意這個角色，因為Kingsley這角

色設計是女性的dream man，是王子的感覺，而楊怡演的犀利
妹則是灰姑娘，整個故事發生如童話一樣。劇集中亦創造了很
多經典場面，如與犀利妹在碼頭講計數的那一場，直到今天大
家仍然談論『苯氨基丙酸』。好多謝編劇為我創造了這個多發
揮的角色，還有家豪哥劉家豪（戲劇分部高級經理），先後給
予我《溏心風暴》的Alfred程亮、《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的管
家仔以及Kingsley三個好角色。」

今年與2008年得到同樣的獎項，再度成為雙料得獎者，林
峯仍然喜出望外。
「這兩個獎項對我來說真的好重要！每年演出，目的是為

了可以令觀眾記得我的角色，今年我創造了Kingsley，令觀眾有
投入感，成為大家的話題，已經對自己有交代了。現在歌影視
三線發展，仍需要鑽研，希望可以分配好時間。在此好想多謝
樂小姐樂易玲（製作資源部總監）和經理人Candy媽，我的工
作都是她們為我安排，大家都好辛苦，因為我經常周圍飛，但
她們可以妥善安排，真的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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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三年，再次得到相同的獎項，對法拉來說，體
驗更為深刻。「今次是第二次！記得第一次，自己完全
冇估計到可以咁快攞到獎，當時更green，演繹《舞動
全城》中程嘉汶這角色的attachment冇咁大，但今次真
是好畀心機去演好晴晴這個角色，可說是最投入的一個
角色，所以我成日都話晴晴攞到
獎，我是最開心的。緊接下一個目
標，就是製作新的作品，我會更努
力，超越今次的成績。」

梁非凡與麥長青的名字都不用倒轉來寫！麥長青記得，上
次得獎已是《閃電傳真機》的主持人獎項。事隔多年，憑梁非
凡這奸角得到全城支持，實至名歸，頒獎嘉賓之一的狄龍更盛
讚他是乖孩子，麥長青強調只是盡本份。「好開心！都是大家
畀面及認同，其實背後有好多人出力，添哥、華標，還有珍姐
（曾勵珍）與Tommy（梁家樹）一直畀機會我。多謝狄龍的讚
賞，這是本份來！我覺得做人只要做好本份就是好孩子，做人
要似人、做狗要似狗，唔好唔人唔狗。同時好感激傳媒朋友，
好多人都問我係咪畀了錢，點解可以每一個訪問都冇踩過我，
都是寫好我，其實香港的傳媒是OK的。」

陳法拉憑《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中劉晴一角奪
得「最佳女配角」，在台上得到一班同事爭相擁抱祝
賀，她非常感激大家的鼓勵，以及家人在背後的默默
支持。「我真的很多謝晴晴，角色的成功是編劇的功
勞，加上拍攝時導演好有心機去捕捉每一個鏡頭，一
切都是團隊精神。其實《義海豪情》播映時，觀眾對
晴晴也有負面聲音，我覺得這是需要反省的，無論負
面正面我都細心聆聽，有聲音證明好多觀眾鍾意同留
意。」 

麥長青得獎時，感慨地表示由讀書到結婚，未交過一張滿
意的成績表給家人，今次終於有成績，他接受訪問時緊張得胃
痛。「我好榮幸同慶幸，仲有好幸運可以拍到《義海豪情》，
實在好感激！頒獎禮前，家人一直鼓勵我，叫我唔好擔心，要
平常心，只要盡了力就已經成功。得到這份肯定，我沒想過會
和祥仔走相同的路，我只會盡力做好角色、緊守崗位，只要畀
機會我都會試，唔試過永遠都唔知有怎樣的結果。現在我的腦

袋仍是空白一片及混亂，很可惜沒
有門票，所以太太沒有來，現在我
想對她說：『我愛你！』」

麥長青 陳法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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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年加入TVB的麥長青，默默耕耘了二十三
年，終於得到「最佳男配角」，他忍着激動的
淚水，接受這張極之滿意的成績表。

戲外晴晴和楊陽都得到獎項，可說為他們於
《義海豪情》的演出，畫上最完美的句號，
二人開心得擁抱道賀。

看到大奸角梁非凡由蝦蝦霸霸，到
最後惡人有惡報的下場，被全城大
罵，卻罵出了感情，大家欣賞麥包
演活了非凡哥，奸得令人喜愛。

雖然晴晴一角受到不少批評，
但陳法拉樂意接受，希望可以
汲取更多角度的意見，鞭策自
己繼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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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預備致謝名單，黃浩然更為大家帶來喜訊，
就是他要當爸爸了！「對於得獎，一直都有信心，不
過一同角逐的對手，如陳山聰、金剛等，大家都好投
入，看到大家的努力，感到我們一起成長，就會覺
得，邊個攞獎都冇所謂。得到獎，主要是畀機會我去
多謝一直以來支持我的人，讓他們看到我的成績，一
齊開心。今年真的好幸運，參演到兩套全年第一、二
位最高收視的劇集：《義海豪情》及《公主嫁到》，同
時於《情越雙白線》遇到Ken哥鄭則士，真是好難好
難，一切都是天時地利人和。加上我一直好想生兔
仔，終於不用隱瞞得咁辛苦，希
望世界可以更美好。」

由Turbo哥、金多壽到楊陽，黃浩然今年以五套
劇提名「飛躍進步男藝員」獎，自然信心十足，他更
一早預備好鳴謝名單，但仍然因為緊張而遺留了一些
在他生命中重要的伯樂。「入行十三年、加入TVB三
年半，今次是從演以來得到的第一個獎，原來有獎攞
真係幾開心！宣布我得獎那一刻，完全唔識得反應，
腦海是空白的，所以一早寫低張紙怕有遺漏，但最後
都因為太緊張，漏了多謝師傅杜琪峯，在這十幾年，
他一直睇住我成長，陪住我走這一段路。更感激珍姐
曾勵珍（戲劇製作總監）、添哥李添勝、小青姐梅小
青，還有梁材遠，他是第一個搵我當男主角的。」

楊陽可說是黃浩然本年度
最喜愛的角色，對於今年
可以參與這套收視高、口
碑好的劇集，他感激添哥
的提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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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浩然與黃偉文於電影中早有合作，黃偉文
可說是見證着他成長的重要一員，今次可以
從對方手上得到這個電視獎項，極具意義。

A702_coverstory_42_46.indd   3A702_coverstory_42_46.indd   3 06/12/2010   7:35 AM06/12/2010   7:35 AM



除了感謝在演戲路上一眾提攜自己的伯樂，唐詩
詠更以真誠向去年過身的媽媽發表愛的宣言。「這廿
幾年來，我有一番心底話很想和媽咪講，就是：『媽
咪，我愛你！』我會拎埋個獎去拜祭媽咪，叫她不用
再擔心我了。媽咪一生最擔心我，她從來沒有反對我
加入娛樂圈，唔會驚我學壞、識到壞人，只怕我在工
作時會受傷。這幾年來的經歷，令我學懂了自立，甚
至識得照顧身邊的人，現在我
已經長大了！」

當宣布唐詩詠奪得「飛躍進步女藝員」獎時，她
激動得哭成淚人。由03年加入TVB，從小女孩的角
色，成長到今天《鐵馬尋橋》的應雁鳴及《翻叮一
族》的戴瑩莉，終於得到一份認同及肯定。「原來只
要肯花時間花工夫、不計較地付出努力，一定會有收
穫的一天，今晚我終於等到收成。好慶幸可以參與
《鐵馬尋橋》的演出，拍攝這套劇時，我突然開了
竅，很自然進入角色入了戲，原來演戲就是要抓住這
感覺，以後再拍劇，信心自然增強了。得到這個獎，
相信是我人生的轉捩點，我要話畀自己聽唔可以懶
惰，將來的日子要更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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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鐵馬尋橋》的演出，唐詩詠憑應
雁鳴一角，對演戲開了竅，突破從前，
視為人生一大轉變。

唐詩詠要把獎項送給在天
上的媽媽，還着媽媽不用
記掛自己，因為她已經大
個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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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很多香港人都關心保育問題，在都市發展外，亦希望保留着有歷史背
景，能反映香港文化的建築物。《香港築跡》以深入淺出方法，介紹很多香港
建築物，從而令觀眾更加了解香港歷史、文化。據主持張慧慈所講，原來拍攝
這個節目的過程實在是絕不容易，她在獲獎後說：「好多謝TVB的台前幕後，
今次拍這個節目真的很辛苦，因為遇到幾次黑雨，又有酷熱天氣警告，雖然多
風多雨，但節目得到認同，是好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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