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88屆奧斯卡頒獎禮於香港時間昨日早
在洛杉磯杜比劇院揭曉，過去曾3度

獲提名奧斯卡影帝，可惜慘食白果的里安
納度，今次終打破宿命封帝，他上台致辭
前獲台下一眾嘉賓站立鼓掌致敬。里安納
度致辭時感謝在生涯上幫助過他的人，其
中包括荷里活名導馬田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並坦言已練習得獎致辭12年，
他又不忘談到自己關注的氣候變化議題，
他說：「氣候變化是真的，現在就正發
生，這是我們全人類所面臨最緊迫的威
脅，我們必須攜手合作，別再耽誤了。我
們必須支持世界各地沒有為大污染者、大
公司說話，而是為全人類、為當地人民發
聲的領袖。我們要一同保護下一代，不要
將地球當作是理所當然，我亦不會將今
（昨）晚視作是理所當然。」

依拿力圖冧莊封最佳導演
至於影后方面，大熱門《抖室》(Room)
影星貝兒娜森(Brie Larson)則首奪奧斯卡影
后，擊敗姬蒂白蘭芝、珍妮花羅倫絲等前
輩，貝兒捧走奧斯卡影后前，已先後奪得
近30個最佳女主角獎，其中包括金球獎影
后。貝兒獲獎時十分激動並感謝每位入場

支持《抖室》的觀眾：「感謝我的好拍檔
雅各川伯尼(Jacob Tremblay)，當年他只有
七歲，我們之間的信任是成就這部戲的關
鍵！」
與最佳男女主角相比，最佳男配角的結

果則讓人意外，獎項最終落入《換諜者》
(Bridge of Spies) 的 馬 克 懷 倫 斯 (Mark
Rylance) 手中，力壓賽前大熱史泰龍
（Sylvester Stallone）。艾莉西亞維肯特
(Alicia Vikander) 則擊敗琦溫斯莉 (Kate
Winslet)奪得最佳女配角。
另外，《復仇勇者》墨西哥著名導演依

拿力圖（Alejandro Gonzalez Inarritu）則
憑電影勇奪最佳導演獎，他繼去年《飛鳥
俠》（Birdman）後再獲殊榮。依拿力圖
先前已憑《復仇勇者》贏得金球獎和英國
影藝學院電影獎(BAFTA Awards)。他上台
致辭時表示：「我今（昨）晚很幸運能站
在這裡，很遺憾許多人沒有相同的運氣。
我們這一代有絕佳機會，來真實解放自
我，不受任何偏見和種族思維的羈絆，確
保從今以後你的膚色跟你頭髮長度一樣無
關緊要。」語畢，全場即拍掌致意。
英國創作新人王Sam Smith憑《007：鬼
影帝國》（Spectre）主題曲《Writing's

On The Wall》擊敗百變天后Lady GaGa
奪最佳電影歌曲獎，作為同性戀者的Sam
上台致辭時表示為自己感到自豪。失落獎
項的GaGa則穿上白衫自彈自唱其提名歌
曲《Til It Happens To You》。

《焦點追擊》凸顯調查報道重要
描述《波士頓環球報》 (The Boston

Globe)調查天主教教會兒童性侵案經過的
《焦點追擊》贏得最佳電影，電影的製片
人Michael Sugar發表得獎感言時表示，希
望這部電影能向梵蒂岡傳遞訊息，而另一
位製片人Blye Pagon Faust則說，這部電影
凸顯出傳媒健全的重要性，她說：「沒有
記者們英勇的努力，就沒有今天的我們。
他們不僅對全球變化構成影響，也向我們
展現出調查報道的必要性。」
另外，香港打女陳鈺芸(JuJu)亦獲邀出席

昨日於比華利山著名大酒店The Montage
舉行的頒獎禮晚宴派對，與一眾荷里活電
影人一起看頒獎禮，她表示一直都是貼里
安納度拿影帝，因為小學時看他的電影已
被他的演出吸引，又指他今次贏獎令她感
動落淚。

■■文：Kat

「漂白」成為今屆奧斯卡的焦點，主持
人黑人喜劇演員基斯洛克(Chris Rock)一開
場即寸爆揚言杯葛奧斯卡的韋史密夫(Will
Smith)與 Jada Pinkett Smith 夫婦及 Spike
Lee：「今年怎麼了？大家都抓狂了。
Spike Lee氣瘋，Jada Pinkett Smith氣瘋，
大家都很不爽。Jada說她不來了，我心
想，『她不是演電視的嗎？』Jada要杯葛
奧斯卡？她杯葛奧斯卡就好像我杯葛
Rihanna的宴會─我又沒受邀。」
接着基斯告訴觀眾，他了解Jada火氣為
何這麼大，他說：「她老公韋史密夫沒有
因為《震盪真相》（Concussion）入圍。
我懂。你不爽。韋史密夫表現這麼棒沒有
提名，超不公平。你一點也沒錯。不過韋

史密夫演《Wild Wild West》領2,000萬美
元酬勞也不公平啊。」他認為取消出席不
值得，因為頒獎禮無論如何都會舉行。
隨後，他嚴肅道：「我想說的是，這無
關杯葛，我們要的是機會，我們想讓黑人
演員有跟白人演員相同的機會，就是這
樣，且不是一次性質而已。」
為了平衡入圍者「漂白」的問題，頒獎
禮安排了諧星 Kevin Hart、胡比高拔
（Whoopi Goldberg） 及 Michael B.
Jordan等多位非裔演員擔任頒獎嘉賓。
典禮也邀請了印度裔演員 Preyanka
Chopra與Dev Patel及韓國演員李秉憲等
頒獎。

■■文：K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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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葛奧斯卡話題擺上枱 黑人主持明寸暗撐

第88屆奧斯卡金像獎得獎名單
最佳電影最佳電影：《：《焦點追擊焦點追擊》》
最佳導演最佳導演：：依拿力圖依拿力圖《《復仇勇者復仇勇者》》
最佳男主角最佳男主角：：里安納度狄卡比奧里安納度狄卡比奧《《復仇勇者復仇勇者》》
最佳女主角最佳女主角：：貝兒娜森貝兒娜森《《抖室抖室》》
最佳男配角最佳男配角：：馬克懷倫斯馬克懷倫斯《《換諜者換諜者》》
最佳女配角最佳女配角：：艾莉西亞維肯特艾莉西亞維肯特《《丹麥女孩丹麥女孩》》
最佳原著劇本最佳原著劇本：《：《焦點追擊焦點追擊》》
最佳改編劇本最佳改編劇本：《：《沽注一擲沽注一擲》》
最佳美術指導最佳美術指導：《：《末日先鋒末日先鋒：：戰甲飛車戰甲飛車》》
最佳攝影最佳攝影：《：《復仇勇者復仇勇者》》
最佳服裝設計最佳服裝設計：《：《末日先鋒末日先鋒：：戰甲飛車戰甲飛車》》
最佳剪接最佳剪接：《：《末日先鋒末日先鋒：：戰甲飛車戰甲飛車》》
最佳化妝及髮型設計最佳化妝及髮型設計：《：《末日先鋒末日先鋒：：戰甲飛車戰甲飛車》》
最佳配樂最佳配樂：《：《冰天血地冰天血地88惡人惡人》》
最佳電影歌曲最佳電影歌曲：：〈〈Writing's on the WallWriting's on the Wall〉《〉《007007：：鬼影帝國鬼影帝國》》
最佳混音最佳混音：《：《末日先鋒末日先鋒：：戰甲飛車戰甲飛車》》
最佳音效剪接最佳音效剪接：《：《末日先鋒末日先鋒：：戰甲飛車戰甲飛車》》
最佳視覺效果最佳視覺效果：《：《智能叛侶智能叛侶》》
最佳外語片最佳外語片：《：《天堂無門天堂無門》（》（匈牙利匈牙利））
最佳動畫長片最佳動畫長片：《：《反轉腦朋友反轉腦朋友》》
最佳動畫短片最佳動畫短片：《：《Bear StoryBear Story》》
最佳短片最佳短片：《：《StuttererStutterer》》
最佳紀錄片最佳紀錄片：《：《AmyAmy》》
最佳紀錄短片最佳紀錄短片：《：《A Girl in the RiverA Girl in the River：：The Price of ForgivenessThe Price of Forgiveness》》

■■胡比高拔 美聯社胡比高拔 美聯社

■■黑人主持基斯洛克黑人主持基斯洛克
論盡奧斯卡論盡奧斯卡「「漂白漂白」」
問題問題。。 法新社法新社

■■Sam SmithSam Smith 領最佳領最佳
電影歌曲獎電影歌曲獎。。 路透社路透社

■■貝兒娜森奪獎後現貝兒娜森奪獎後現
身派對身派對。。 美聯社美聯社

■■里安納度領獎時不忘關注里安納度領獎時不忘關注
氣候變化問題氣候變化問題。。 法新社法新社

■■左起左起：：馬克懷倫斯馬克懷倫斯、、
貝兒娜森貝兒娜森、、里安納度狄里安納度狄
卡比奧及艾莉西亞維肯卡比奧及艾莉西亞維肯
特合影特合影。。 法新社法新社

■■一眾粉絲為里安納度一眾粉絲為里安納度

稱帝而歡呼稱帝而歡呼。。 路透社路透社

■■里安納度上台領獎里安納度上台領獎
時時，，台下嘉賓站立鼓台下嘉賓站立鼓
掌掌。。 美聯社美聯社

■■依拿力圖冧莊奪最依拿力圖冧莊奪最
佳導演獎佳導演獎。。 法新社法新社

■■《《焦點追擊焦點追擊》》封最佳電影封最佳電影，，一眾功臣一眾功臣
合影合影。。 法新社法新社■■《《末日先鋒末日先鋒：：戰甲飛車戰甲飛車》》眾工作人員合影眾工作人員合影。。 新華社新華社

現年26歲的貝兒娜森約於
20年前就以童星身份展開演藝
生涯，演出超過45部電影和
電視劇，今次是她首度獲得奧
斯卡提名，便順利封后。貝兒
先前已憑《抖室》奪得金球
獎、英國影藝學院電影獎和美
國演員工會獎最佳女主角，當
時她已被視為是奧斯卡影后大
熱門。貝兒先前大多飾演女配
角，包括曾在《龍虎少年隊》
（21 Jump Street） 和 《The
Spectacular Now》中演出，她
目前正拍攝新片《Kong：
Skull Island》。此外，她也是
多才多藝的歌手，13歲時曾簽
唱片合約，且於2005年推出
個人首張專輯《Finally Out
of P.E.》。

■■文：Kat

遲
來
的

遲
來
的
「「
小
金
人

小
金
人
」」
全
球
網
友

全
球
網
友
「「
洗
版
洗
版
」」
祝
賀
祝
賀

里安納度於1994年首獲奧
斯卡提名，憑《不一樣的天
空》（What's Eating Gilbert
Grape）入圍最佳男配角。直
至 2005 年，他以《娛樂大
亨》（The Aviator）入圍奧斯
卡爭最佳男主角，及後於2007
年及2014年，他再接再厲以
《血鑽》（Blood Diamond）
和《華爾街狼人》（The
Wolf of Wall Street）入圍最佳
男主角，但都鎩羽而歸。從影
25年的他如今終憑《復仇勇
者》中演活荒野求生的皮草獵
人角色而抱得小金人歸，他先
前已捧走金球獎、美國演員工
會獎及英國影藝學院電影獎最
佳男主角，如今奧斯卡稱帝，
可謂實至名歸！
不少網民亦為此大感興奮，

紛紛到社交網站留言，「洗
版」祝賀他得獎。內地網友用
各種語氣貼文全力支持里安納
度奪影帝；「從鮮肉到大叔一
路陪跑，今天該給個辛苦獎了
吧」；「這次天時地利人和都
聚齊了，再不拿小黃人就要哭
暈在廁所」；「苦盡甘來，陪
跑結束」！
更有網友打趣說里安納度拿

完獎後可以去減肥了。而香港
亦有不少網民轉載里安納度的得獎片段
截圖，留言祝賀里安納度終稱帝。來自
世界各地的粉絲亦紛紛到里安納度的社
交網站Twitter留言恭喜他，又感謝他
利用此平台呼籲眾人關注氣候變化問
題。 ■■文：Kat

第88屆奧斯卡頒獎禮在一片「漂白」聲中順利舉行，3度與影帝寶座擦身而

過的里安納度狄卡比奧(Leonardo DiCaprio)今次第4度衝擊影帝寶座，最終不負

眾望憑《復仇勇者》(The Revenant)稱帝，他上台領獎時獲全場嘉賓站立鼓

掌。動作片《末日先鋒：戰甲飛車》(Mad Max：Fury Road)則包攬6個獎項成

當晚大贏家，而《焦點追擊》（Spotlight）則勇奪最佳電影及最佳原著劇本。

四度衝擊奧斯卡終圓夢四度衝擊奧斯卡終圓夢

里安納度稱帝里安納度稱帝 眾望所歸眾望所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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