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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電影最佳電影
《《無人區無人區》》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
《《一代宗師一代宗師》》 香港香港//中國大陸中國大陸
《《字裡人間字裡人間》》 日本日本
《《美味情書美味情書》》 印度印度
《《末世列車末世列車》》 南韓南韓//法國法國//美國美國
《《郊遊郊遊》》 台灣台灣

最佳導演最佳導演
奉俊昊奉俊昊 《《末世列車末世列車》》
陳哲藝陳哲藝 《《爸媽不在家爸媽不在家》》
是枝裕和是枝裕和 《《誰調換了我的父親誰調換了我的父親》》
蔡明亮蔡明亮 《《郊遊郊遊》》
王家衛王家衛 《《一代宗師一代宗師》》

最佳男主角最佳男主角
福山雅治福山雅治 《《誰調換了我的父親誰調換了我的父親》》
Irrfan KhanIrrfan Khan 《《美味情書美味情書》》
李康生李康生 《《郊遊郊遊》》
梁朝偉梁朝偉 《《一代宗師一代宗師》》
宋康昊宋康昊 《《辯護人辯護人》》

最佳女主角最佳女主角
Eugene DomingoEugene Domingo 《《Barber's TalesBarber's Tales》》
韓孝珠韓孝珠 《《天眼跟蹤天眼跟蹤》》
鮑起靜鮑起靜 《《殭屍殭屍》》
真木陽子真木陽子 《《再見溪谷再見溪谷》》
章子怡章子怡 《《一代宗師一代宗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亞視昨日舉行
新春團拜，亞視執行董事雷競斌、高級副總裁葉家
寶、助理副總裁冼偉智等高層，率領一眾亞姐、亞
生及藝員出席，包括有魏秋樺、張家瑩、筱靖、顏
子菲、劉錫賢、齊真晨及周嘉莉等，一眾藝員更輪
流上台說賀詞，又設抽獎環節，氣氛熱鬧。

會上高層葉家寶宣佈亞視踏入馬年陸續會有好
消息發佈，其中開工利是會由以往的二十元加碼至
一百元，今年又會加強製作， 劇集製作方面會採
跨國形式，分別與內地及越南的電視台合作，重頭
劇《新天蠶變》預計六月開拍，會邀請徐少強父
子、內地演員、一眾亞姐及亞生參與演出，目前更
已完成十多集劇本，而停了兩年多的下午婦女時段
將於四月恢復，劉小慧主持的《BB日記》將添
食，並希望將之製作成為系列節目，以照顧不同年
紀的小朋友及其家長。

谷胸亮相的亞姐張家瑩，笑指一身性感打扮是想
新正頭可令大家開開心心。她又表示新年願望希望
遇到真命天子、身體健康及接多些工作賺多些錢。
對於雷競斌透露亞視今年會開拍六、七部劇集， 她
透露公司開了戲劇班讓藝員自由上課，有時間她也
會去上課，希望有機會拍古裝演女捕快。問到可想
當女主角？她坦白說：「最好啦，但也不介意做綠
葉，如果公司找外援，自己都想跟一些前輩合
作。」顏子菲笑指染髮後加強了抽獎運，兩星期內
已抽中三次獎，不過就沒有增強桃花運。對於亞視
將開拍多部劇集，從未參演過劇集的她也希望有機
會拍劇，有時間也會上戲劇班，希望學以致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梁詠琪(Gigi)
早前在微博上載一張抱起BB在馬背上的相片，
似乎暗示「馬上有B」，不過昨日她出席活動時
便否認「有喜」，但心急做媽咪的她便叫在場
傳媒祝她「馬上有B」，亦歡迎任何生肖來臨的
BB。當日Gigi眼腫腫出席活動，原來是因為前
一晚在家看電影時感動落淚。

由台灣新晉導演Raye執導、九把刀監製，以
喚起社會對流浪動物的關注的紀錄片《十二
夜》將於4月3日在港上映，昨日Raye和九把刀
專程來港出席宣傳活動，Gigi則以「保護遺棄動
物協會」大使身份，並帶同領養的愛犬一同到
場支持。Gigi透露同老公前一晚在家看《十二
夜》時感動落淚，所以眼腫腫出席活動，也有
同愛犬一起看，要牠們知道自己多幸福，無需
面對人道毀滅的命運。現時Gigi領養了兩貓一
狗。說到丹麥哥本哈根動物園，人道毀滅一隻
健康的長頸鹿，Gigi驚訝說：「動物都有自由權
利，希望盡量給牠們重返大自然，香港太多流
浪動物都是社會的問題，因太多人棄養，我不
時都會阻止想買動物的朋友，着他們領養好
了，很多都給我勸服。」

晒澎湃上圍因劇情需要
說到她是否暗示「馬上有B」，Gigi即叫大家

祝她「馬上有B」，她解釋當日到朋友家中拜

年，對方有BB又有馬像，朋友便叫我抱住BB在
馬像前影相，順便取個好意頭，並非有喜訊公
佈。「是否心急生馬B?)其實馬、羊、猴、豬、雞
都得，任何生肖都歡迎，不會刻意追某一個生
肖，最重要是BB和媽咪都健康，現下先要調理
好身體，我和老公每日都吃很多食療補身。」

Gigi在電影《香港仔》中的泳裝Look，上圍
澎湃，令人眼前一亮，她笑說是劇情需要，自
己盡演員道德去做，老公都好支持我拍戲，
「(老公見到你的泳裝相是否很Surprise？) 佢覺
得老婆咁靚，直頭very good啦，(為電影裝胸作
勢?)套戲五月上映，暫時不能透露太多，遲些再
講。」

煲《來自星星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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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呂慧儀(長腳蟹)與阿 Bob 及
UFO 專家雲海昨日為無綫節目

《外星人之謎》進行錄影，節目
中三位主持會拆解外星人之謎。

長腳蟹笑言相信有外星人存
在，她搞爛gag說： 「我信有外
星人，老公拍拖時話見到UFO，
我有追《來自星星的你》，但傳
說外星人又矮又醜，想搵個靚仔
啲。」她又大讚拍檔雲海好叻，
除了研究外星人外，跟他傾偈時
又指她是個超級正面的人，更叫
她即場拿老公黃文迪的簽名及相
片，分析他外表雖然鬼鬼哋，但
思想很傳統。

問到長腳蟹經常作性感打扮，
豈不是挑戰老公？她笑說：「老
公底線已一挑再挑，佢只係對自
己傳統。」問到長腳蟹會否生馬
仔？她透露新年期間老公去了黃
大仙求籤，解籤指他一索得男。
問到是否在努力造人中，她笑謂
有適當動力去做，但不需要追到
男丁，奶奶也沒有向她施壓，所
以零壓力。

眼腫出席活動 Gigi否認「馬上有B」

香港文匯報訊 白健恩(小白)及陳文婷兩人前日舉行
的慈善音樂會終於在寒冷天氣下舉行，經理人笑說很
多嘉賓因為想支持他們的歌聲及傳遞要保護海洋的正
面信息，所以即使變成冰條，亦堅持由頭坐到尾，場
內吸引了近100 人冒寒支持，當中包括小白的師父徐
家傑。音樂會由經理人聲演引領下，鋼琴王子陳雋騫
悅耳鋼琴聲配合文婷和小白兩人拿起由郭秀雲雕刻的
魚雕刻上台，戲劇地說出小時候對海洋的心聲開始，
並唱出《 Over The Rainbow》、音樂劇歌《Only
Love》及《Unexpected Song》等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無綫新劇《食為
奴》一眾演員王祖藍、黃智賢、張繼聰、何雁詩等前
晚相約飯局睇首播，祖藍對於該劇收視滿有信心，直
言：「坐28、29望30，在內地希望網上成為點擊十
大，若然能破億點擊率便會有所搞作，可以拍加長
版，(是否加埋女友李亞男? ) 如果開『老表你好hea』
先啦，哈哈，總之滿漢全席又好，不過天氣凍不好除
衫，着內衣都得，如果能破30點大關，我會開張空頭
支票，大家想點都得。」

黃智賢會做東道主請客食飯，祖藍得悉後即說：
「我點都會夾一半，唔可以搞皇上(指黃智賢) ，一陣
跟他商量下，預了每人一半。」黃智賢表示會自掏腰
包請客，未知要付多少錢，都是有限錢，笑言： 「慶
功時便輪到他們請。」他有感拍攝過程很艱辛，在橫
店拍外景時已想請大家吃飯，可惜大家的煞科日子不
同，不能集齊人，所以覺得欠大家一餐。他自爆最想
請胡定欣吃飯，原因是拍一場同定欣和萬綺雯輪流咀
的戲，其間自己甩了鬚都不知道，後來要再重拍同定
欣的戲，花多了五小時，幸而咀戲部分不用重拍，黃
智賢自嘲老貓燒鬚感到不好意思，連累大家辛苦。不
過定欣因有工作在身，未能出席飯局，黃智賢笑說：
「欠住佢先，鬼叫佢今日不來，下次先。」

白健恩舉行寒天音樂會

《食為奴》如獲高收視

祖藍會開空頭支票

亞洲電影大獎提名公布

偉仔偉仔再鬥再鬥福山雅治福山雅治李康生李康生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記者 李慶全））第八屆亞洲電影大獎將於第八屆亞洲電影大獎將於33月月2727日舉日舉

行行，，今年大會宣布成立了由香港國際電影節今年大會宣布成立了由香港國際電影節、、東京國際電影節及釜山國際東京國際電影節及釜山國際

電影節組成的亞洲電影大獎學院電影節組成的亞洲電影大獎學院，，聯合主辦亞洲電影大獎聯合主辦亞洲電影大獎，，今年更會移師今年更會移師

澳門水舞間劇院舉行澳門水舞間劇院舉行。。不過昨日公布之提名名單不過昨日公布之提名名單，，大部分獲提名電影及演大部分獲提名電影及演

員均與亞太影展及金馬獎類同員均與亞太影展及金馬獎類同。。

昨昨日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主席王英偉公日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主席王英偉公
布詳情布詳情，，亦介紹今屆評審團主席為陳亦介紹今屆評審團主席為陳

可辛可辛，，但接續介紹甄子丹為評委時但接續介紹甄子丹為評委時，，竟一時口竟一時口
快錯說快錯說：「：「這位星這位星『『濕濕』』((級級))評審委員……哈評審委員……哈，，
我見到他都驚我見到他都驚，，聽聞他好打得聽聞他好打得！」！」今屆亞洲電今屆亞洲電
影大獎共影大獎共1414個獎項提名個獎項提名，，香港香港《《一代宗師一代宗師》》
橫掃橫掃 1111 項提名成為大熱電影項提名成為大熱電影，，尚有尚有《《殭殭
屍屍》、》、台灣台灣《《郊遊郊遊》》及法及法、、韓韓、、美美《《末世列末世列
車車》》各平分各平分44項提名項提名。。而影帝提名與之前的而影帝提名與之前的
亞太影展翻版一般亞太影展翻版一般，，再度由再度由《《一代宗師一代宗師》》的的
梁朝偉與憑梁朝偉與憑《《誰調換了我的父親誰調換了我的父親》》揚威多揚威多
個海外影展的福山雅治個海外影展的福山雅治，，跟金馬及亞太雙跟金馬及亞太雙
料影帝李康生爭逐影帝料影帝李康生爭逐影帝。。

至於影后角逐至於影后角逐，《，《一代宗師一代宗師》》為章子怡為章子怡
躍升六料影后氣勢一時無兩躍升六料影后氣勢一時無兩，，不過香港代不過香港代
表仍有好戲影后鮑起表仍有好戲影后鮑起靜靜《《殭屍殭屍》》、《、《再見再見
溪谷溪谷》》的真木陽子的真木陽子、《、《天眼跟蹤天眼跟蹤》》的韓的韓
孝珠及菲律賓電影孝珠及菲律賓電影《《Barber's TalesBarber's Tales》》的的
Eugene DomingoEugene Domingo一同入圍在內一同入圍在內。。最佳最佳
導演同樣由導演同樣由《《一代宗師一代宗師》》王家衛力敵王家衛力敵
《《郊遊郊遊》》蔡明亮蔡明亮、《、《末世列車末世列車》》奉俊奉俊
昊昊、《、《誰調換了我的父親誰調換了我的父親》》是枝裕和是枝裕和

及及《《爸媽不在家爸媽不在家》》陳哲藝陳哲藝。。
梁朝偉對於入圍角逐最佳男主角感到好開心梁朝偉對於入圍角逐最佳男主角感到好開心，，這這

是團隊努力的成果是團隊努力的成果，，但對於得獎信心但對於得獎信心，，他貫徹以平他貫徹以平
常心看待常心看待。。角逐最佳導演的王家衛獲知角逐最佳導演的王家衛獲知《《一代宗一代宗
師師》》有有1111項提名也感到很開心項提名也感到很開心。。至於憑至於憑《《殭屍殭屍》》獲獲
最佳女主角提名的鮑起靜高興地表示能夠在亞洲區最佳女主角提名的鮑起靜高興地表示能夠在亞洲區
的頒獎禮再被提名好開心的頒獎禮再被提名好開心，，但對得獎並無奢求但對得獎並無奢求，，畢畢
竟去年已是一個大豐收竟去年已是一個大豐收，，歷史以來第一次有套戲能歷史以來第一次有套戲能
獲得這麼多好評和迴響獲得這麼多好評和迴響，，令她多了很多年輕人粉令她多了很多年輕人粉
絲絲，，加上電影有多次提名她着實好開心加上電影有多次提名她着實好開心。。對手再遇對手再遇
章子怡章子怡？？鮑姐謙虛笑說鮑姐謙虛笑說：「：「她可以說是沒對手她可以說是沒對手，，是是
無敵了無敵了，，我但求做到大家喜歡部戲就可以了我但求做到大家喜歡部戲就可以了，，我也我也
做慣陪襯做慣陪襯，，今次繼續做綠葉無所謂今次繼續做綠葉無所謂！」！」

成亞洲最強電影頒獎禮成亞洲最強電影頒獎禮
評審團主席陳可辛表示會以客觀角度去作出評審評審團主席陳可辛表示會以客觀角度去作出評審，，

他亦會待各評審投票後他亦會待各評審投票後，，看有否爭拗才作一個平衡再看有否爭拗才作一個平衡再
投下神聖一票投下神聖一票。。陳可辛指亞洲電影大獎過去辦了七陳可辛指亞洲電影大獎過去辦了七
屆屆，，他一直高呼反對聲音他一直高呼反對聲音，，因香港已有國際電影節因香港已有國際電影節，，
感覺亞洲電影大獎一直欠缺認受性感覺亞洲電影大獎一直欠缺認受性，，主要是自己去頒主要是自己去頒
獎給別人獎給別人，，到叫獲提名的人來參與到叫獲提名的人來參與，，人家未必會來人家未必會來，，
但叫拿獎的人來但叫拿獎的人來，，就似是在就似是在「「通水通水」，」，這是沒有意這是沒有意

義義，，但今年開始能有三個具歷史悠久的電影節但今年開始能有三個具歷史悠久的電影節，，包括包括
香港國際電影節香港國際電影節、、東京國際電影節及釜山國際電影節東京國際電影節及釜山國際電影節
聯合來主辦聯合來主辦，，代表性就變得大了代表性就變得大了，，等同成為了亞洲最等同成為了亞洲最
強的電影頒獎禮強的電影頒獎禮。。但提到亞洲電影大獎感覺上仍與亞但提到亞洲電影大獎感覺上仍與亞
太影展有所重複太影展有所重複？？陳可辛回答說陳可辛回答說：「：「這問題問得好這問題問得好，，
亞太影展能夠辦到這麼多年亞太影展能夠辦到這麼多年，，其實我也不懂回答其實我也不懂回答，，最最
好是去問主辦單位好是去問主辦單位。」。」

甄子丹是首次當電影頒獎禮的評審甄子丹是首次當電影頒獎禮的評審，，他笑言也不會他笑言也不會
存有私心偏幫香港入圍的電影存有私心偏幫香港入圍的電影，，但他強調每位評審可但他強調每位評審可
以有個人喜好以有個人喜好，，總之會以客觀角度總之會以客觀角度，，盡職盡責去作出盡職盡責去作出
評審評審。。記者笑指偉仔跟他同樣演過葉問記者笑指偉仔跟他同樣演過葉問，，會否特別有會否特別有
共鳴共鳴？？子丹笑說子丹笑說：「：「我不能講出來呀我不能講出來呀，，總之心裡有總之心裡有
數數。」。」談到他主演的談到他主演的《《西遊記之大鬧天宮西遊記之大鬧天宮33DD》》在內在內
地票房收過十億地票房收過十億，，子丹開心地表示托賴子丹開心地表示托賴，，也多謝大家也多謝大家
捧場捧場，，他也是盡自己努力他也是盡自己努力，，也開心跟發哥也開心跟發哥、、城城城城((郭富郭富
城城))及老闆王海峰合作及老闆王海峰合作。。問會否拍續集問會否拍續集？？他笑說他笑說：：
「「Never say neverNever say never，，其實一早老闆有傾過其實一早老闆有傾過，，不過演孫不過演孫
悟空壓力好大悟空壓力好大，，王海峰對我說成也是我王海峰對我說成也是我，，敗也是我敗也是我，，
現多謝大家俾面現多謝大家俾面。」。」另提到王英偉介紹他時講錯他是另提到王英偉介紹他時講錯他是
「「星濕星濕」」評委引得全場爆笑評委引得全場爆笑，，子丹笑說子丹笑說：「：「沒有尷尬沒有尷尬，，
他只是一時口快講錯字他只是一時口快講錯字，，他應該見到我太開心興奮他應該見到我太開心興奮，，
大家不好捉他大家不好捉他『『字蝨字蝨』』!!」」

第八屆

亞洲電影大獎
部分提名名單

■■張家瑩性感奪目張家瑩性感奪目。。

■

梁
朝
偉

■金馬及亞
太雙料影帝
李康生

■■章子怡料再度章子怡料再度
封后封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今屆評審團主席由陳可辛(左)擔任，甄子丹則為評委。

■梁詠琪透露同老公前
一晚在家看《十二夜》
時感動落淚。

■導演Raye(右)和九把刀(中)專程來港出席宣傳
活動，Gigi以大使身份支持。

■呂慧儀大讚拍檔雲海(中)好叻。

■■王祖藍王祖藍((中中))等等《《食為食為
奴奴》》演員前晚相約飯演員前晚相約飯
局睇首播局睇首播。。

■■

白
健
恩
及
陳
文
婷

白
健
恩
及
陳
文
婷

前
日
舉
行
慈
善
音
樂

前
日
舉
行
慈
善
音
樂

會會
。。

■

鮑
起
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