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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片《錢在路上跑》
揚威巴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晶晶 新疆

報道）第十屆巴黎中國電影節近日在
巴黎巴納賢電影院拉開帷幕。新疆首
部少數民族輕喜劇題材電影《錢在路
上跑》斬獲電影節「最佳少數民族電
影獎」。電影《錢在路上跑》是新疆
天山電影製片廠歷時兩年創作的首部
少數民族題材輕喜劇，所有創作人員
均來自新疆本土，是一部有着濃郁新
疆特色的影片。

影片於去年9月在新疆上映，主要
講述了南疆農村 3 個淳樸憨厚的農
民，在工地打工時意外得到了一筆埋
藏於地下的一萬元舊鈔。面對這個從
天而降的「大餡餅」，3個人欣喜不
已，幻想着借這筆橫財改變現狀，從而引出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該
影片不僅在劇情類型化上進行了突破和嘗試，還將新疆地域獨特的民俗風
情、維吾爾族特有的詼諧幽默進行了展示。

據了解，從10日至24日，電影節將為巴黎觀眾展示中國電影人拍攝的52
部佳作。巴黎觀眾將從這些不同年代、各種類型的影片中發現中國電影之
美，了解中國百姓的生活風俗，感受數千年文明熏陶下的中國文化。

馮德倫美劇收視高開

查理辛認染愛滋
獲同道中人Magic Johnson撐

姬蒂前晚現身紐約現代美術館
（Museum of Modern

Arts），出席電影工作籌款晚宴，以
一身黑色透視晚裝長裙現身的她性感
又高貴，她當晚獲大會表揚其對電影
界所作出的貢獻。馬田史高西斯、賴
夫費恩斯、德國女演員戴安古嘉
(Diane Kruger)及美國導演 Todd
Haynes等人亦有現身撐場，賴夫遇
見姬蒂時更握着對方的手祝賀一番。

賴夫讚姬蒂棒
姬蒂於晚宴上致辭時，提到最近

爆發的難民潮及巴黎恐怖襲擊事
件，她認為自己的努力及所得到的
表揚只是微不足道，她表示：「當

看到現時世界正發生的事件，於歐
洲及中東的恐怖事件，我的一切努
力及所得到的表揚都只是微不足
道。」她又表示逾千難民要在邊境
穿梭，將要面對更困難的境況。賴
夫則於台上表揚姬蒂：「你是一個
很棒的演員，姬蒂。感謝你將你的
天賦分享給我們。」
此外，姬蒂接受外國傳媒訪問時

亦談到她近期的兩部新作《Truth》
及《Carol》。於《Truth》中扮演
前美國CBS電視台節目監製Mary
Mapes的姬蒂表示可以演一個現實
生活中存在的人，是一件很令人着
迷的事。她又指現代美術館對自己
亦有過不少啟發。 ■文：Kat

奧斯卡影后姬蒂白蘭芝(Cate Blanchett)前晚現身紐約，出

席電影工作籌款晚宴，並獲表揚其對電影界作出的貢獻，荷里

活名導馬田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及《哈利波特》「佛

地魔」賴夫費恩斯(Ralph Fiennes)亦有現身撐場。姬蒂致辭時

提及最近發生的難民潮及巴黎恐襲事件，認為對比起全球正發

生的大事，自己的努力及所得到的表揚只是微不足道。

謙稱微不足道
姬蒂白蘭芝

前田敦子
坐韆鞦「從天而降」

日本女團 AKB48 前一姐前
田敦子前晚現身東京，以宣傳
大使的身份出席動畫《史諾
比 ： 花 生 漫 畫 大 電 影 》
(Snoopy：The Peanuts Movie)
的宣傳活動。以白色背心及黃
色裙現身的她坐在韆鞦上「從
天而降」，獲在場粉絲熱烈歡
迎，而日本唱作女歌手絢香亦
有現身獻唱動畫日語版的片尾
曲。前田敦子表示自己很喜歡
史諾比，是史諾比的超級粉
絲，家中收藏了很多史諾比的
精品。 ■■文：Kat

恐襲事件下獲表揚對電影貢獻大

始源入伍前向粉絲道別
韓國人氣組合Super Junior成員崔始源與東方神起的沈昌珉今日齊齊入伍

當兵，始源昨日於其社交網站Instagram上載了一張自己緊閉雙眼，並戴着
戒指的照片，用英文留言道：「Will you wait for me?（你會否等候

我？）」向粉絲作入伍前的道別。此外，始源近日為時尚雜誌拍攝
了一輯照片，並接受訪問，提到與昌珉一起入伍的心情：「感覺很

好，能互相作伴，首次
到新環境會感到不安，

很高興我們能一同
分擔這種不安
的心情。」

■■文：Kat■■崔始源上載自己戴着戒指的照崔始源上載自己戴着戒指的照
片向粉絲道別片向粉絲道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崔始源崔始源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娜）韓國8人新女子
組合Oh My Girl昨日晚上現身荃新天地，出席聖
誕亮燈儀式，吸引近300名粉絲捧場，當中不乏穿
校服的學生哥、學生妹。
Oh My Girl以白色短紗裙裝亮相，並用韓文打

招呼。她們謂首度訪港，讚港迷很熱情，拍手歡
呼聲也很大，直言：「香港很棒！很難不再
來。」SeungHee更透露準備了廣東話，YooA領
軍說出：「大家好，香港嘅朋友，我哋係Oh My
Girl。」之後，她們與粉絲玩拋接球和拼圖遊戲，
拼出聖誕樹和巨型心形圖案。她們與參賽者影合
照時，YooA主動抱緊男粉絲的手，令全場嘩然，
而Arin、隊長Hyo Jung和JinE也主動向粉絲送

抱。她們還即場熱唱《CLOSER》和《CUPID》
兩首歌，但其間Hyo Jung唱到甩鞋扣。
她們與全場粉絲影完大合照後，接受訪問時表

示，前一晚吃了北京填鴨，昨日就吃了點心，讚
點心太好味，之後應該會經常找來吃。而前日落
機時，她們收到不少禮物，謂每份都很珍貴。問
到對港男印象如何？YooA表示：「香港男生都很
善良活潑，難以忘記。」Hyo Jung直言：「他們
充滿活力，很開朗。（會否考慮同港男拍拖？）
只要相愛，就不會分國籍。」

荷里活麻煩友查理辛(Charlie Sheen)日
前現身電視節目接受訪問，坦承自己感染
愛滋病毒(HIV)，事件轟動整個荷里活。
已 退 役 的 洛 杉 磯 湖 人 隊 球 星 Magic
Johnson 獲 悉 後 即 邀 請 對 方 一 同 對 抗
HIV，他於社交網站Twitter留言道：「既
然查理辛已打破沉默，我希望他能跟我一

起，正確教育社會大眾和這個世界，了解
並認識愛滋病。」另一邊廂，查理辛的前
女友艷星Bree Olson則現身電視節目，哭
訴查理辛從來沒有告訴過她患HIV，她又
指當年二人拍拖時，二人住在一起，進行
親密行為時，對方只是用未能防止HIV的
避孕套，有時更不用。 ■■文：Kat

香港文匯報訊 由馮德倫（Stephen）及荷
里活著名導演David Dobkin共同監製及執
導、吳彥祖（Daniel）同時擔任監製及男主
角的美國AMC電視台劇集《荒原》（Into
the Badlands）日前正式播映，而《荒》劇
首集更在美國當地獲得佳績，成為秋季新劇
集收視冠軍，當中包括免費電視和有線電視
平台，約6百40萬人即時收看，更擊敗了同
期強敵《Supergirl》，也是美國有線平台新
劇開播收視歷史上排第四名，而頭三名則是

《行屍走肉前傳》、《絕命毒師外傳》以及
史提芬京原著小說改篇的《The Dead
Zone》。對於有以上佳績，Stephen坦言：
「第一集收視好當然開心，因為自己第一次
做美劇監製同導演。在拍攝的過程大家都好
辛苦，Daniel都受過好多傷。電視同電影有
啲唔同要睇長遠一啲，希望嚟緊每集收視都
可以保持咁好。之前AMC都好想拍第二
季，希望知道呢個收視之後就更加加速開拍
第二季。」 ■■文：Kat

讚港男善良活潑兼開朗
Oh My Girl主動攬粉絲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姬蒂白蘭芝姬蒂白蘭芝
以黑色透視連以黑色透視連
身裙現身身裙現身。。

法新社法新社

■■戴安古嘉現戴安古嘉現
身撐場身撐場。。

美聯社美聯社

■■馬田史高馬田史高
西斯與姬蒂西斯與姬蒂
白 蘭 芝 合白 蘭 芝 合
影影。。法新社法新社

■■賴夫費恩斯握着姬蒂白蘭芝的手賴夫費恩斯握着姬蒂白蘭芝的手。。美聯社美聯社

■金像影帝占美霍士（Jamie
Foxx）及女兒Corinne Foxx前日出
席金球小姐派對，Corinne獲選為
第73屆金球獎的金球小姐。

美聯社

■真人騷女星Kendall Jenner及其
妹妹Kylie Jenner日前現身悉尼出
席宣傳活動時遭一名女子掟雞蛋。
■ 萬 人 迷 碧 咸 獲 美 國 雜 誌
《People》選為年度最性感男士，
他坦言這是一個很大的榮譽。
■日本跳舞組合TRF成員SAM前
日駕車途中與一架電單車發生碰
撞，SAM沒有於意外中受傷。
■韓國人氣組合BIGBANG與同門
師弟iKON落實出席下月在港舉行
的「MAMA音樂頒獎禮」。

娛 聞 雜 碎

■YooA(■YooA(左左))抱緊男粉絲的手抱緊男粉絲的手。。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Oh My Girl■Oh My Girl與粉絲大合照與粉絲大合照。。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查理辛現身電視節目坦承查理辛現身電視節目坦承
自己感染自己感染HIVHIV。。 路透社路透社

■■馮德倫馮德倫

占美霍士占美霍士 ■■前田敦子 網上圖片前田敦子 網上圖片

■■《《錢在路上跑錢在路上跑》》奪得奪得「「最佳少數最佳少數
民族電影獎民族電影獎」。」。

OH MY girL相IMG_8279

■Arin(■Arin(左左))主動向粉絲送抱主動向粉絲送抱。。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Corinne FoxxCorinne Fo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