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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子怡獲得
「華語電影推廣貢
獻獎」
。 中新社

斥流言抹黑整個影圈愚弄大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 安莉 海口報道）海
口市前晚舉行電影頒獎禮，劉青雲憑借《奪命金》
中「三腳豹」角色獲得最佳男主角獎，而葉德嫻
(Deanie姐)則藉《桃姐》中的出色表現獲最佳女
主角獎。當晚《奪命金》並奪4項大獎，成大贏
家。是晚另一焦點是內地女星章子怡，在頒獎後
的慶功宴上，對「被調查，禁出境」傳言做了回
應。章子怡認為這個傷害不僅是針對她個人，還
抹黑了整個電影圈，利用社會熱點事件來挑釁大
眾，愚弄大眾，不能容
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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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備受關注的章子怡，身穿一襲金色深V
日因捲入「被調查，禁出境」傳言而

禮服性感高調亮相，並獲大會頒電影推廣貢
獻獎。現場所見，章子怡心情大好，她面露
微笑地向傳媒透露，早前一日還在趕拍《一
代宗師》的戲，是特別趕過來的。燦爛的笑
臉顯示其心情完全沒有被近日的負面新聞所
影響。她上台領獎時表示，從非常青澀的演
員走到今天，靠電影同行幫助、導演提攜、
演員支持及自己的努力和耕耘，她希望自己
的對電影的這份執 與熱愛永不退卻。

利用社會熱點愚弄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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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頒獎後的慶功宴上，章子怡對「被調
查，禁出境」傳言做了回應。她先問候大
家，感謝媒體朋友們這麼晚了還在工作，耽
誤你們一點點時間，很快大家就可以去吃宵
夜了！
章子怡表示，她已去香港見律師，明確表

明了態度，這個新聞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 葉德嫻則藉《桃姐》中的出色表現
言，子虛烏有的傳言，字裡行間都是污衊和 獲最佳女主角獎。
獲得影帝的劉青雲非常興奮，
誹謗，無論付出什麼代價，一定會追回一個
他發表獲獎感言時稱海口非常漂
公道，要用法律手段去追究對方的責任。
章子怡認為這個傷害不僅是針對她個人， 亮，並意味深長地說：「拍杜琪
的電影終於拿獎了。」而葉德
還抹黑了整個電影圈，利用社會熱點事件來
挑釁大眾，愚弄大眾，不能容忍。她已得到 嫻的一句「第一次在祖國(內地)
了很多的支持。章子怡表示，事件已進入到 拿獎，很開心」則引發了全場雷
法律程序，希望侵權媒體盡快給她一個交 鳴般的掌聲和歡呼聲。當被主
代。當有記者問她心情如何時，章子怡稱不 持人問到《桃姐》拿獎是否拿
會因這樣的事情影響自己的心情和工作，並 到手軟時，葉德嫻開心地表示
■葉德嫻表示
自己雖然老了
滿懷信心地表示「相信是一個讓人滿意的結 「有多少收多少，一點都不嫌
，但還是很op
張藝謀導演合
en的，很想和
作。
多。」
果！」
中新社

杜琪 《奪命金》奪4獎

倪妮 馮紹峰戀情被擺上台

另外，由杜琪 執導的《奪命金》，奪得
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女
配角4項大獎。劉青雲雖然在港失落男主
角，但在今次頒獎禮獲得最佳男主角獎，而

憑借《金陵十三釵》迅速竄紅的新生代謀
女郎倪妮以57%的得票率獲得觀眾票選最受
矚目女演員獎。近日因高調公開與「八爺」
馮紹峰的戀情，倪妮也成了主持人八卦的對

黃馨Alex Fung共諧連理

獲公司 錢力捧 陳僖儀6月開騷會歌迷

■Sita和老闆黃柏高齊見傳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植植)樂壇新人陳僖儀 Sita好有信心，作為歌手一定要做好本份，在
（Sita）將於6月16日九展舉行《陳僖儀Sita 台上唱歌沒借口因為任何原因而失準。」
Crazy Love音樂會》
，日前Sita和老闆Paco(黃
將於暑假期間再出碟，Sita希望多些人認識
柏高)齊見傳媒。今年3月推出首張個人專輯 自己，將來朝唱作歌手進發。問到Sita怎樣報
《Crazy Love》、《忘川》等歌曲成大熱歌， 答公司，Sita自言盡力做好自己，唱好些歌。
現在又將有首個個人大型的音樂會，Sita自言 近日有女藝人因拍拖夜蒲出事，記者笑言
沒有壓力。Sita說：「今次是自己首個大型的 Paco會否不讓她拍拖，在旁的Paco插口說：
音樂會，自己和豹哥(單立文)夾歌，覺得選歌 「我好鼓勵年青人見識多些。」Sita也賣口乖
好重要，可以帶動現場氣氛。」在這個個半 道：「我唔想心散，自己來緊暑假出碟。自
小時的演唱會中，Sita也會選唱偶像衛蘭的 己本身也少飲酒，第一次喝醉是在完成舞台
歌、自己首次見Paco所唱的歌及首次獲獎的 劇慶功宴上。在Paco公司可以訓練2樣 ，就
歌。
是飲酒同食辣 。」Paco說：「Sita來緊隻
作為新人獲公司 錢大力宣傳，Sita坦言公 碟，選了隻韓國慢歌，這隻歌比正常的製作
司好錫自己，自己好開心，但不感到壓力。 費高2倍。香港站是第一步，企穩後明年目標
問到今次演唱會嘉賓時，在旁的Paco說： 是創作歌手。《喜愛夜蒲2》中的《忘川》就
「第一位嘉賓是公司的陳奐仁，第二位嘉賓也 是她作的，希望她唱歌、拍電影，做舞台
是有份量的唱作人，久未露面的側田。我對 劇。」

黃德斌背心上陣碎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大
隻男黃德斌（見圖）、黃浩然聯同
穿上性感小背心的Alice B.、Hidy、
Mia化身「搬運工人」為電訊公司
推銷新手機搬電話宣傳。由於活動
在旺角鬧市進行，現場吸引大批市
民圍觀。浩然和德斌要幫忙做搬運
兼「護花」，他們對此並不介意，

德斌謂：「曾經有次活動是赤裸上
身做車伕，然後拉住劉嘉玲到場
地；今次有背心上陣已經好碎
料。」有指二人「犧牲」色相和體
力，是否有6位數字酬勞？他們笑
說：「兩位囉，我們！」
Mia表示有浩然在身旁不擔心被
非禮，而且可以即時用手機拍下情
況，她不諱言到人多地方便會攜帶
防狼器，以防萬一。說到她與周秀
娜的男友Avis在新片中「激戰」，
Mia表示這些場面已經拍完，可說
「激情已過」
，最初拍時有些緊張，
慢慢熟絡後便投入得多。

志偉替孫女改名曾詩雨
香港文匯報訊 曾志偉二
仔曾國猷的囡囡早前出世，
這是首個內孫，爺爺志偉擔
當改名重任，最終他為小孫
女取名曾詩雨(Ashlyn)。
曾國猷表示：「詩雨在5
月13日母親節當天早上出
生，出生時重4磅8安士。曾
詩雨是由爺爺志偉親自改的名，爺
爺特別送了這個名字就是希望小孫
女健健康康長大！全家人都非常開
心！而剛榮升伯父的曾國祥更是開

心，也最關心整件事和過程，非常
的疼愛小姪女，除了送了很多的BB
用品和玩具，更特別幫詩雨改了個
英文名字Ashlyn。」

香港文匯報訊 黃馨與音樂監製馮翰銘(Alex Fung)昨日
舉行結婚儀式，兄弟及姊妹團亦包括藝人林一峰及王菀
之。圈中好友周慧敏、劉美君、方大同及孫耀威等均抽空
出席婚禮。婚宴中，林一峰與王菀之為一對新人送上合唱
歌《Perhaps Love》
，而Alex為了給愛妻驚喜，除了邀請了
黃馨最喜愛的本地樂隊「觸執毛」擔任婚宴演出嘉賓外，
更即場獻唱了一首由自己作曲作詞的新歌，讓黃馨感動落
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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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萬子為人Funny
薛凱琪自覺喜劇演員難做
香港文匯報訊 由杜汶澤、薛凱琪
(Fiona)及萬梓良(萬子)主演，馮志強編
導的電影《懸紅》將於6月21日在港
上映。戲中薛凱琪與萬梓良飾演一對
經營旅館的父女，遇上靠「懸紅」為
生的杜汶澤。首度與萬子合作的
Fiona，對於曾有一段時期被指「躁狂」
的萬子，她卻指他是個Funny的人、
又熱愛演戲、演技又收放自如、拍攝
期間懂得適當加插搞笑及感人的元
素，總之有讚無彈。近年Fiona亦經常
接拍喜劇，她有感而發說：「做一個
成功的喜劇演員，比做一個成功的文
藝演員難，萬子在戲中霸氣十足，但
又收放自如。」問到可有被對方的威嚴嚇
倒，她笑言又沒有，相反拍攝期間還會唱歌
逗她開心，又會給她提出意見，電影煞科
後，萬子更為每位劇組成員寫上卡片，覺得
很難得有前輩對每個人都有了解過。Fiona透
露只得她那張是全英文，萬子就笑說：「我
查 幾個鐘字典。」
萬子憶述拍攝一場要戴「大眼仔」
（隱形眼
鏡）的鏡頭時，怎麼也戴不到，最後要Fiona
出手相助。他笑指二人同屬獅子座，Fiona幫
自己戴「大眼仔」時就表現出獅子般的氣
勢。獲Fiona有讚無彈的萬子，對Fiona的演出
亦高度讚賞，指她不單熱愛演藝工作，演出
其中一場講他們兩父女相認的戲，她的表現

象，當男主持邱啟明問她是否有計劃拍攝清
宮戲時，倪妮以手掩面而笑，不予作答。臨
下場時，女主持李艾靈機一動說了句：「問
馮(紹峰)先生好」
，倪妮立即答了個「好」
，委
婉地承認了兩人的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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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凱琪
更是突出。萬子又笑言習
慣把戲分級，該場他在劇
本畫上了五星，而Fiona的
演繹卻有5粒半星。萬子又
稱早前Fiona因有工作在身，
未能隨劇組出席意大利的烏甸
尼遠東電影節，否則定必成為
焦點。近年專注在內地營商的萬
子，已極少在幕前演出，問到是否
有意出山？他指沒有這個想法，要看
導演及老闆的誠意，這次也是被老闆黃
柏高和導演的誠意所感動。對戲中另一位
拍檔杜汶澤患病，萬子寄語對方努力賺錢之
餘，也要注意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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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
熊黛林（Lynn）
（見圖）前晚到價
值過億的豪宅接受觀星台節目訪
問，她笑言會以豪宅做目標努力
工作，因她已決定在香港定居。
問到會否在節目中講情史？Lynn
坦言不知節目的話題，但希望能
少談感情事。早前她高調談感情
事，有傳惹來郭富城經理人小美
的不滿，Lynn強調小美沒有接觸
過她，對外面的閒言閒語已習
慣，她說：「出道多年都一直有
人講，有人的想法很偏激，自己
當作聽了一首難聽的歌。」至於
會否在港置業，Lynn笑言以豪宅
做目標，但未必會讓父母來港定
居，因為他們年紀大已習慣上海
的生活，在港定居要重學廣東話
會相當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