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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敏娜）紅
地毯昨日下午5時許舉行，現場有超
過200名粉絲圍觀，當中以韓國組合
EXO成員D.O.的粉絲最多。
日本男星佐藤健穿黑西裝現身，
成紅地毯首個高潮。D.O.現身時，
粉絲反應最為熱烈。他也友善地向
粉絲揮手，其間有女粉絲站上欄
杆，搭着保安的肩膀呼喊偶像，忘
形到連手機跌了也不知道。
已故巨星米高積遜的兄長 Jer-
maine Jackson攜兩名兒子到場，稱
非第一次到澳門，今次已是第三
次，他大讚澳門很美妙。他亦介紹
兩名分別18和14歲的兒子，指他們
與自己一樣很喜歡音樂。
戴上黑超的黃秋生，單拖型格現

身，但突然女星倪婷殺出來，秋生
一臉愕然，尷尬地合照。許鞍華執
導的《黃金時代》獲得5項提名，問
她可有信心攞獎，她坦言希望最少
拿一個。
韓國組合INFINITE現身時，現
場再度陷入瘋狂狀態。他們表示第
二次來澳門，很掛念澳門的粉絲，
這天招待他們很開心，會以有型的
模樣給粉絲看，臨走前還高呼「我
愛你」。不過他們離開後，現場粉
絲頓時走了一半。日本女星中谷美
紀進場時表示，能夠來到參與盛會
感到很高興。
郭富城與日本女星宮澤理惠結伴
亮相，露事業線的宮澤表示今次是
首次與城城見面。宮澤大讚城城有
吸引力，靚仔之餘也很溫柔，希望
有人會撮合他倆合作，城城也回敬
讚揚宮澤優雅大方。問城城會否盡
地主之誼帶宮澤到香港或澳門觀
光？他笑言宮澤已曾多次到訪香
港，澳門還是首次，不過他留待下
次合作再帶對方遊覽，更直言希望

合拍愛情故事。

王菀之孭700萬保鑣傍實
紅地毯也是女星爭艷的格鬥場

地，當中以有份角逐最佳女演員的
裴斗娜成全場性感之最，她穿上裸
色上皮下紗的低胸長裙，力谷事業
線亮相。韓國小提琴天才Sue Son同
樣以低胸裝現身，可惜不慎露出膠
紙，大殺風景。香港女星王菀之
（Ivana）也不輸蝕，穿tube dress罕
有地露胸登場。台灣女星楊謹華穿
紅色低V晚裝出席，微波蕩漾。角
逐最佳女配角的台灣藝人萬茜穿黑
色露腰裝到場。
昨晚佩戴價值700萬港元首飾的

Ivana受訪時透露，有兩女保鑣全程
跟身睇住珠寶，她又稱：「已準備
了感謝辭，我驚無機會講，但會以
表演嘉賓上台，很緊張，怕唱不
好。」
楊謹華昨晚與鳳小岳擔任頒獎嘉

賓。對於他們的好友阮經天與許瑋
甯被指分手，鳳小岳表示作為朋友
當然會互相關心，但小天也需要自
己的空間，楊謹華亦附和指要給予
空間。至於小天在微博強調「瑋甯
依然是我女人」的言論，楊謹華坦
言：「未有看過，直接問他較
好。」當問到會否祝福二人？楊謹
華一臉尷尬，稱覺得自己來錯地
方，鳳小岳則祝願二人找到彼此快
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焯羚）第
24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將於今年
9月16日至19日在吉林市舉行。本
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執委會副秘
書長曲永春及宣傳政策計劃副部長
于福綿等特別來港，出席第11屆香
港影視娛樂博覽會活動取經，又帶
着吉祥物襟章贈與香港的影人，希
望互相聯繫交流一下，更歡迎他們
到吉林參與盛會，為9月舉行的中
國金雞百花電影節鼓勵、造勢。
曲永春副秘書長接受訪問時表

示，時值中國電影誕生110周年、
習近平總書記文藝座談會講話一周
年，本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較往
年更有意義，屆時，將有2000餘
名國內外知名導演、明星、各界知
名人士到場，央視電影頻道全程直
播。吉林市民眾都很期待，正如電
影節主題語一樣，「金雞唱百花
開，江城吉林嗨起來！」

電影節雖是為期4日，但從5月
起，吉林市將陸續開展六大系列27
項活動。包含了中外新片展映、學
術研討、電影市場、國際文化交
流、頒獎禮和文藝演出等等，電影
節期間將舉辦十項電影節創意活
動，包括歷史記憶、金雞情緣、電
影歌曲大家唱等，同時設有港台電
影新作品展單元，歡迎兩地影人參
與。期間全市有40多個場會放映電
影，讓市民有機會睇到更多電影，
因為人民需要文藝、需要娛樂；以
主流文化電影為主導，電影也是心
靈教育的載體。
吉林市承辦「金雞百花電影
節」，曲永春承認籌備工作中有壓
力，但又興奮，壓力是經驗不足，
同時需要在一片反腐聲中辦大型活
動，既要隆重熱鬧，又要節省費
用，過於簡陋和奢華都不好，當中
要取得平衡，他們要讓多些群眾、

企業、媒體參與。最後他說：「希
望金秋9月，社會各界的朋友都能
到吉林市走一走、看一看，共度電
影佳節，共享文化魅力。」
百花獎、金雞獎、華表獎一起並

稱中國電影的三大獎，百花獎是觀
眾獎，金雞獎是專家獎，華表獎是
政府獎。金雞百花電影節是中國歷
史最為悠久，影響和規模最大、最
專業、最具權威性的電影評獎活
動。

香港文匯報訊第五屆金花獎國
際微電影頒獎典禮前日假香港國際
會議展覽中心順利舉行。是次活動
由香港微電影學院、普摩客網聯合
主辦，同時為今年香港國際電影展
下設主題活動，旨在推動中國文化
創意產業的發展，促進中國與國際
的微電影文化交流，並加以扶持有
創意的創作青年。
是次頒獎禮由中聯辦九龍工作部

盧寧副部長，世貿聯合基金會創辦
人及國際宗教領袖如意寶白瑪奧色

法王，全國人大代表、陳勇JP，第
24屆金雞百花電影節執行委員會副
秘書長曲永春，吉林市旅遊局費光
宇局長以及金花獎創辦人何緯豐博
士等擔任主禮及頒獎嘉賓。
第五屆金花獎國際微電影頒獎典

禮共有15 位得獎者。當中關楚耀
及張可頤分別憑《茶木戀碼》及
《沿途有你》榮膺最佳男、女演
員；最佳導演由《見詭》的邱東奪
得；至於最佳新晉導演由《時遇旅
館》的梁弈藍獲得；《小城大路》

就勇奪最佳創意微電影。而王敏德
獲得電影正能量人物大獎；李力持
奪青年導演扶持大獎；電影教育成
就獎則由卓伯棠獲得。

第五屆金花獎港頒發

關楚耀張可頤稱帝封后

第24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

設港台電影新作品展
城城城城盼與盼與宮澤理惠宮澤理惠談情談情

■第24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執
委會副秘書長曲永春(中)及宣傳政
策計劃副部長于福綿等特別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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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富城與宮澤郭富城與宮澤
理惠首次見面互理惠首次見面互
笠高帽笠高帽。。

■■韓國組合韓國組合 INFINITEINFINITE 現身現身
時時，，令現場陷入瘋狂狀態令現場陷入瘋狂狀態。。

■ D.O.■ D.O. 現 身現身
時時，，粉絲反應粉絲反應
最為熱烈最為熱烈。。

■Jermaine Jackson■Jermaine Jackson攜兩名兒子到場攜兩名兒子到場。。

「亞洲電影大獎」頒獎影星匯濠江

廖凡稱帝
裴斗娜封后
韓國女星裴斗娜最終憑《道熙

呀》獲最佳女主角。裴斗娜在
台上發感言稱：「真係好開心，完
全無想過會得獎。作為演員，會拍
更多不同種類的電影，會繼續更努
力去拍。」
內地演員廖凡去年憑《白日焰
火》在柏林影展稱帝，昨晚再下一
城，獲最佳男演員獎，他表示：
「去年柏林獲獎心情已平復。得獎
前得獎後都沒想過如何慶祝。想同
劉青雲和許鞍華合作。」
黃秋生頒最佳女配角時，自嘲是
侍應。該獎落入日本女星池脇千鶴
手中，她領獎時眼濕濕，事後受訪
時稱沒有想過會得獎，無想過致謝
詞，得獎很興奮，每次作品的機遇
都只有一次，很珍惜。她今年夏天
會再與《只在那裡發光》的導演合
作新片。而最佳男配角則由《黃金
時代》的王志文贏得，由宮澤理惠
頒發，但他因身體不適未能出席，
由公司代表代領獎，並讀出王志文
的感言，稱未能來領獎感到遺憾；
許鞍華則表示以對方為傲。
最佳原創音樂由MJ兄長頒發，
得 獎 者 是 印 度 電 影 《Margari-
ta,With A Straw》 的 Mikey MC-
CLEARY，但他無到，需要由其他
人代領。
INFINITE除帶來精彩的歌舞表

演外，還負責頒發最佳視覺效果，
他們再三表示能出席感到非常光
榮。得獎者是《一步之遙》的Rick
Sander和Christoph Zollinger。
王菀之憑《金雞sss》角逐最佳新
演員獎，可惜最後不敵張慧雯，張
慧雯憑《歸來》勇奪新演員獎，不
過她缺席頒獎禮，要由其他人代
領。至於最佳美術指導方面，柳青
憑《一步之遙》獲獎；張叔平同樣
憑《一步之遙》奪最佳造型設計
獎，但張叔平亦沒有到場，由他人
代領。

中谷美紀五種語言答謝
大會頒發「亞洲卓越電影人大
獎」予中谷美紀，熒幕播出她歷年
作品的精彩片段。中谷領獎時，用
廣東話、普通話、日、韓、英五種
語言說謝謝，再用英文表示：「繼
上次拿最佳女主角後，相隔很久再
拿獎，受之有愧。入行後電影業每
況愈下，但我仍然堅持參與拍攝電
影，因為可以藉電影傳訊息給觀
眾。希望各國就算背景不同，可透
過電影分享溫暖和理解對方。」
韓國名導林權澤發表榮獲「亞洲
電影終生成就大獎」感受：「我已
拍電影好長日子，有一個世紀。拍
電影是我的至愛，我將愛和熱情投
放電影世界入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娜、攝影 黃偉邦 澳門直擊）「第九屆亞洲電影大獎」頒獎典禮昨晚假澳

門威尼斯人度假村舉行，吸引過百傳媒採訪。裴斗娜最終憑《道熙呀》擊敗宮澤理惠、鞏俐、趙薇、

湯唯等人封后，內地演員兼柏林影帝廖凡憑《白日焰火》稱帝。

■廖凡與裴斗娜昨晚稱帝封后。

■■許鞍華憑許鞍華憑《《黃金時代黃金時代》》
再拿下最佳導演再拿下最佳導演。。

■■大會頒發大會頒發「「亞洲亞洲
卓越電影人大獎卓越電影人大獎」」
予中谷美紀予中谷美紀。。

第九屆亞洲電影大獎
部分得獎名單
最佳電影：《推拿》
最佳導演：許鞍華《黃金時代》
最佳男主角：廖凡《白日焰火》
最佳女主角：裴斗娜《道熙呀》
最佳男配角：王志文《黃金時代》
最佳女配角：池脇千鶴《只在那裡發光》
最佳新演員：張慧雯《歸來》
最佳編劇：刁亦男《白日焰火》
最佳攝影：曾劍《推拿》
亞洲卓越電影人大獎：中谷美紀
亞洲電影終生成就大獎：林權澤

■■日本女星池脇千鶴日本女星池脇千鶴
憑憑《《只在那裡發光只在那裡發光》》
奪女配角獎奪女配角獎。。

■■韓國名導林權澤榮獲韓國名導林權澤榮獲「「亞洲電影終生成就大獎亞洲電影終生成就大獎」。」。

■■關楚耀及張可頤分別關楚耀及張可頤分別
榮膺最佳男榮膺最佳男、、女演員女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