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達豐)韓國
六人女子組合Dalshabet昨日下午現
身奧海城出席韓國觀光公社舉辦的
宣傳活動，她們上台後先以廣東話
打招呼。席間，6女與粉絲大玩遊
戲，用心教粉絲舞步，與粉絲一起
跳舞前又互相擊掌增加士氣，遊戲
後她們與台上粉絲大合照。
另外，昨日她們亦有擊掌環節，

與粉絲High Five兼合照，打成一
片。Dalshabet為活動帶來3首歌曲包括《JOKER》、《B.B.B》及《Mr.
BangBang》，她們識做地走到台邊與粉絲互動，更有成員走到台下和女
粉絲抱抱。她們表示第一次來港公開演出，感受到現場反應相當熱烈，
有粉絲用韓文叫她們不要走，她們大讚粉絲韓文水平高。她們接受主持
訪問，表示想吃點心外，又反問主持喜歡吃什麼地道美食。她們又稱讚
男主持靚仔，讓主持面紅耳赤，場面有趣。她們向粉絲推介韓國美食包
括炒年糕、拌飯、燒肉、泡菜、烤雞及啤酒。不過有成員將香港講錯為
新加坡，立即賣萌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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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屆威尼斯影展主要得獎名單
金獅獎：《From Afar》Lorenzo Vigas（委內瑞拉、墨西哥）
銀獅獎：Pablo Trapero《The Clan》（阿根廷、西班牙）
評審團大獎：《Anomalisa》（美國）
評委會特別獎：《Frenzy》Kaan Mujdeci（土耳其、法國、卡塔爾）
最佳男演員：Fabrice Luchini《Courted》（法國）
最佳女演員：Valeria Golino《For Your Love》（意大利、法國）
最佳新人：Abraham Attah《Beasts of No Nation》（美國）
最佳劇本：《Courted》Christian Vincent（法國）
地平線單元最佳電影：《Free In Deed》（美國、新西蘭）

同同志片志片《《From AfarFrom Afar》》講述講述5050歲事業歲事業
有成男士與有成男士與1717歲街頭少年由金錢歲街頭少年由金錢

而衍生出的肉體交易和感情瓜葛而衍生出的肉體交易和感情瓜葛。。導演導演
VigasVigas是首度獲獎是首度獲獎，，他致謝辭時表示有點他致謝辭時表示有點
驚訝驚訝，，指委內瑞拉去年面對政治和經濟指委內瑞拉去年面對政治和經濟
困境困境，，但人民均抱着正面樂觀的態度但人民均抱着正面樂觀的態度，，
希望今次得獎能幫助到國家希望今次得獎能幫助到國家，，更直言更直言：：
「「委內瑞拉是個美妙的國家委內瑞拉是個美妙的國家。」。」他亦希他亦希
望今次勝出能成為一個響亮的警號予拉望今次勝出能成為一個響亮的警號予拉
美的電影人美的電影人，，並表示並表示：「：「我們可以從過我們可以從過
去的錯誤中學習去的錯誤中學習，，我們應為拉丁美洲行我們應為拉丁美洲行
動起來動起來。」。」

艾方素否認控制賽果艾方素否認控制賽果
除了金獅獎外除了金獅獎外，，銀獅獎同樣落入拉美銀獅獎同樣落入拉美
籍導演手中籍導演手中，，由阿根廷導演由阿根廷導演 PabloPablo
TraperoTrapero憑憑《《The ClanThe Clan》》奪得殊榮奪得殊榮。。在賽在賽
後記者會上後記者會上，，有傳媒質疑是否因今次評有傳媒質疑是否因今次評
審團由墨西哥導演艾方素卡朗審團由墨西哥導演艾方素卡朗(Alfonso(Alfonso
Cuaron)Cuaron)出任主席出任主席，，所以特別偏愛拉美電所以特別偏愛拉美電
影影，，甚至影響了其他評審的投票意向甚至影響了其他評審的投票意向，，
從而造就首部拉美片奪金獅獎從而造就首部拉美片奪金獅獎。。艾方素艾方素
聽後聽後，，首先表示很開心拉美片終可開齋首先表示很開心拉美片終可開齋
奪金獅獎奪金獅獎，，但他強烈否認自己有控制賽但他強烈否認自己有控制賽
果果，，直言直言：「：「我沒有這種權力我沒有這種權力，，我就好我就好
似瑞典的國王或皇后似瑞典的國王或皇后，，只是一個代只是一個代
表表。」。」他開玩笑表示如果他真的要支持他開玩笑表示如果他真的要支持

拉美片拉美片，，他應該有更大的陰謀他應該有更大的陰謀，，以及要以及要
與大家分錢與大家分錢。。
至於憑定格動畫片至於憑定格動畫片《《AnomalisaAnomalisa》》拿下評拿下評
審團大獎的美國導演審團大獎的美國導演Charlie KaufmanCharlie Kaufman致致
謝辭時表示謝辭時表示，，該片不只是一部小朋友電該片不只是一部小朋友電
影影，，他們想拍一部感情真摯他們想拍一部感情真摯、、有影響力的有影響力的
電影電影，，而這片種在動畫界並不常見而這片種在動畫界並不常見。。該片該片
無論在威尼斯影展還是多倫多影展無論在威尼斯影展還是多倫多影展，，均大均大
獲好評獲好評，，因此得獎屬實至名歸因此得獎屬實至名歸。。

冷門影帝缺席領獎冷門影帝缺席領獎
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影帝影后也吹冷風影帝影后也吹冷風，，金像金像
影帝艾迪烈柏尼於影帝艾迪烈柏尼於《《The Danish GirlThe Danish Girl》》
扮變性人扮變性人，，破格的演出備受讚賞破格的演出備受讚賞，，賽前賽前
被視為大熱門被視為大熱門，，可惜卻敗給可惜卻敗給《《CourtedCourted》》
的法國男星的法國男星Fabrice LuchiniFabrice Luchini，，FabriceFabrice似似
乎也沒有預料自己會得獎乎也沒有預料自己會得獎，，沒有現身領沒有現身領
獎獎，，由他人代領由他人代領。。而影后方面而影后方面，，賽前一賽前一
直以為是直以為是《《The WaitThe Wait》》的茱麗葉庇洛仙的茱麗葉庇洛仙
和和《《MargueriteMarguerite》》的的Catherine FrotCatherine Frot 兩位兩位
法國女星之爭法國女星之爭，，想不到最後由意大利女想不到最後由意大利女
星星 Valeria GolinoValeria Golino 以黑馬之姿憑以黑馬之姿憑《《ForFor
Your LoveYour Love》》封后封后。。
評審團主席艾方素就賽果表示只是各人的評審團主席艾方素就賽果表示只是各人的

口味不同口味不同，「，「我們不是選擇一個永恒的事我們不是選擇一個永恒的事
實實，，這賽果只是我們這一班人的決定這賽果只是我們這一班人的決定，，如果如果
由其他人去選由其他人去選，，可能又會有其他的結果可能又會有其他的結果。。獎獎
項並項並不能代表甚麼不能代表甚麼，，只有時間和歷史才能只有時間和歷史才能
證明一切證明一切。」，。」，另外另外，，中國導中國導
演宋鵬飛的處女作演宋鵬飛的處女作《《地下香地下香》》
獲得電影節平行獲得電影節平行單元單元「「威尼斯威尼斯
日日」」的最高獎項的最高獎項，，即拿下由歐洲即拿下由歐洲
和和地中海影評人協會頒發的最地中海影評人協會頒發的最
佳電影獎佳電影獎「「FedeoraFedeora」」獎獎。。內地內地
電影電影《《老炮兒老炮兒》》是今屆的閉幕是今屆的閉幕
片片，，導演管虎率領馮小剛導演管虎率領馮小剛、、李易李易
峰及劉樺等人走紅地毯峰及劉樺等人走紅地毯。。

■■文文：：ManaMana

金像影帝艾迪烈柏尼 (Eddie
Redmayne)雖然在威尼斯影展失落
影帝寶座，但仍展現笑容出席新片
《The Danish Girl》在多倫多國際
電影節的首映，女主角瑞典女星艾
莉西亞菲瑾德(Alicia Vikander)及
艾迪太太亦有陪同現身。另外，早
前在威尼斯搶了不風頭的安伯赫德
(Amber Heard)與丈夫尊尼特普
(Johnny Depp)都有現身多倫多影
展，繼續晒恩愛。艾迪最近獲邀拍
攝《哈利波特》前傳《Fantastic
Beasts and Where To Find
Them》，他在場內透露參演該片
大感壓力，「之前哈利波特做得很
好，我不希望把它搞砸。」艾迪自
言他也是《哈利波特》的粉絲，所
以能夠參演大感榮幸。
此外，美國女星艾麗芬寧(Elle
Fanning)前日以兩套戰衣分別現身
電影《About Ray》及《Trumbo》
的首映，其中在《Trumbo》的紅
地毯上穿開胸長裙示人，非常美
艷，而同場亦有金像影后海倫美雲
(Helen Mirren)，她在記者面前攬
實丈夫。 ■文：Bosco

艾迪失影帝艾迪失影帝
威尼斯影展大吹冷風威尼斯影展大吹冷風第72屆威尼斯

影展於香港時間昨

日凌晨1時閉幕，

今年大吹冷風，委

內 瑞 拉 導 演

Lorenzo Vigas 執 導 的 同 志 片 《From

Afar》，擊敗賽前以7.7分高踞影評榜榜首位

置的大熱法國片《Francofonia》，拿下最高

榮譽的金獅獎，更是首部拉美片奪此殊榮。而

影帝影后同樣爆大冷，本來被看好一線的金像

影帝艾迪烈柏尼(Eddie Redmayne)和法國

女星茱麗葉庇洛仙(Juliette Binoche)雙雙失

落帝后大獎，讓人大感意外。

拉美片拉美片拉美片首擒金獅首擒金獅首擒金獅

轉戰多倫多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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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shabet與港迷共舞

拍

■■委內瑞拉導演委內瑞拉導演
Lorenzo VigasLorenzo Vigas 捧捧
金獅獎金獅獎。。 美聯社美聯社

■阿根廷導演Pablo
Trapero 憑 《The
Clan》奪銀獅獎。

路透社

■■ 意 大 利 女 星意 大 利 女 星
Valeria GolinoValeria Golino 與與
獎項咀嘴獎項咀嘴。。美聯社美聯社

■■《《老炮兒老炮兒》》劇組走閉幕紅地毯劇組走閉幕紅地毯。。法新社法新社

■■艾迪烈柏尼艾迪烈柏尼((右右))在多倫多展笑容在多倫多展笑容。。路透社路透社

■■艾麗芬寧穿紅裙艾麗芬寧穿紅裙
示人示人。。 路透社路透社

■■DalshabetDalshabet昨日出席韓國觀昨日出席韓國觀
光公社活動光公社活動。。 梁達豐梁達豐攝攝

■Dalshabet成員與粉絲跳舞。
梁達豐攝

荷里活巨星湯告魯斯(Tom Cruise)近日於哥倫比亞拍攝新片
《Mena》，可惜劇組上周五於當地因為天氣差而發生嚴重墜機事
故，著名電影機師Alan David Purwin罹難。據悉，靚佬湯乘直升
機也曾飛越同一航線，與小型飛機出事時間僅相距10分鐘！當天靚
佬湯乘另一架直升機在傍晚5點左右抵達麥德林機場後，發現尾隨
小型飛機並沒有到達，於是通知航空管制員發現事件。■文：Bosco

「Creative Arts Emmys」頒獎典禮前日在洛杉磯舉行，德國名模
Heidi Klum、美國女星Julianne Hough與未婚夫Brooks Laich等均
有出席，Julianne與Brooks訂婚後首次一同公開示人，更即席咀嘴
晒恩愛。Julianne在頒獎禮上更憑《Dancing With the Stars》獲頒
「傑出編舞獎」，相當高興。與Julianne齊齊領獎的男星戴力浩夫
(Derek Hough)，於後台在記者面前起舞，可謂開心到彈起。HBO
魔幻史詩劇《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當日共得8個技術獎之
多，成為大贏家。 ■文：Bosco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娜）韓國6人
男子組合N-Sonic昨日現身荃灣廣場，出
席「港韓校園文化節2015」開幕禮，吸引
過百名粉絲到場支持。6子將於下月6至8
日赴本地多間中學作文化交流，他們坦言
感到光榮，準備了多樣化的表演，請大家
期待。他們透露高中時既要讀書又要受
訓，最記得每日溫書溫到晚上9時。他們鼓
勵港青年就算覺得讀書辛苦，對未來感到
迷惘，如同以前的他們，但只要抱持正面
態度，堅持信念到最後，一定有好結果。

他們隨即唱出《Going Going》，為
大家打氣。
及後，6子接受傳媒訪問，談到誰讀

書最叻，他們推舉Byul和J-Heart最
用功。問到是否贊成學生做歌手？
Minkee居然反對，令隊友大為驚訝。
他解釋應該有更好的機會可以選擇，
Sihoo馬上反問：「我們現在沒有選擇更
好的機會嗎？」Minkee謂不是，學生如
真的夢想做歌手，希望他們可以堅持到
底。隊長J-Heart亦大力贊成，謂做歌手

都可以有很多發展。另外，N-Sonic今日
將出席拼盤演唱會，他們期待與有份表演
的周柏豪見面，指他們相識，更爆有與周
柏豪互傳訊息，約定今日見。

娛聞雜碎
■美國百變天后
Lady GaGa前日
現 身 紐 約 時 裝
周，邊食煙邊睇
騷。 法新社

■日本女子組合
NMB48重要成員
小谷里步昨日在NMB公演上宣佈畢業消
息，不禁落淚。

■韓國天團BIGBANG成員T.O.P被指將在明
年入伍，而Super Junior成員厲旭亦將於同
年入伍。

■韓國女星韓惠珍昨晚為足球員奇誠庸誕女，
母女平安。

■韓星周元、金泰希主演的人氣劇《龍八夷》
決定增加兩集，將於10月1日上演大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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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onic鼓勵港青追夢

湯告魯斯曾飛越墜機航線險遇難

■■N-SonicN-Sonic下月走入校園下月走入校園。。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戴力浩夫奪獎開心彈起

■湯告魯斯與遇難機師
Alan David Purwin 留
影。 網上圖片

■■戴力浩夫開心戴力浩夫開心
獲獎獲獎。。 路透社路透社

Lady GaGaLady GaG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