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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第 33 屆大眾電影百花獎前日在北
京公佈八大獎項候選名單，此前曾經火爆賀歲檔
的周星馳影片《美人魚》意外缺席，組委會方面
表示，這緣於出品方的主動放棄。電影《老炮
兒》、《戰狼》、《夏洛特煩惱》、《親愛的》
等分別獲得了八項大獎中的最佳影片、最佳導演
等七項提名。白百何、趙薇、余男等角逐影后寶
座，馮小剛、黃渤、鄧超等角逐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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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方放棄參選百花獎

黃渤鄧超 馮小剛

爭影帝

屆大眾電影百花獎候選名
第33單由中國影協委託的100名骨

幹影院經理組成的初選委員會，在
2014 年 3 月至 2016 年 2 月公映的符
合條件的 221 部影片中投票產生。
名單中，《老炮兒》、《尋龍
訣》、《戰狼》、《捉妖記》、
《夏洛特煩惱》、《親愛的》等分
別獲得了八項大獎中的最佳影片、
最佳導演等七項提名。白百何、趙
薇、余男、舒淇等角逐最佳女主
角，馮小剛、黃渤、井柏然、鄧超
等角逐最佳男主角。最佳導演將在
烏爾善、管虎等候選者中產生。

片方沒有推薦陳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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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一出，此前賀歲檔票房口碑
俱佳的大熱影片《美人魚》的缺席
引發關注。對此，第33屆大眾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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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人顏卓靈
入圍最佳新人。
■白百何在《滾蛋
吧！腫瘤君》中有
出色演繹。

百花獎組委會副主任張宏表示，
「按照百花獎的評選規則，由 100
位影院經理參與的初評名單出爐
後，我們與名單中影片的出品方進
行溝通，但是很遺憾因為種種原
因，《美人魚》片方最終選擇放棄
參加此次評獎。」

表明再不「下雙黃蛋」
另外，在《尋龍訣》中飾演胡八
一而獲眾多讚譽的陳坤並不在最佳
男主角的候選名單上，該片中另一
位演員黃渤則入選，對此，張宏解
釋說：「最佳演員的單項獎是由片
方推薦的，最終候選名單上的黃
渤，是片方給出的選擇。」
針對百花獎在此前曾經引發爭議的
評獎評出「雙黃蛋」情況，張宏表明
本屆百花獎不會出現「雙黃蛋」。他

表示，評獎過程由觀眾進行投票，每
一輪都會決出名次，「比如說這一輪
有平票情況，我們會安排繼續本輪投
票，直到票數分出高下。」
本次百花獎將通過多渠道評選，
在中國影協官網以及其他合作網站
進行網絡投票。此外，主辦方在全
國 31 個省會城市、14 個計劃單列
市的全國 30 條院線 100 家影城設立
投票箱，讓真正觀影的觀眾參與現
場投票。同時將在 2016 年第 6-7 期
的《大眾電影》雜誌中夾帶紙質選
票，並在一些強勢網絡媒體上搭建
投票專區（專題）平台，以拓展投
票渠道、擴大投票量。
第 25 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暨
第33屆大眾電影百花獎頒獎典禮，
將於今年9月21日到24日在河北省
唐山市舉行。

第 33 屆大眾電影百花獎部分候選名單
最佳導演
烏爾善 《尋龍訣》
閆非、彭大魔 《夏洛特煩惱》
許誠毅 《捉妖記》
吳京 《戰狼》
陳可辛 《親愛的》
徐克 《智取威虎山》
曹保平 《烈日灼心》
韓延 《滾蛋吧！腫瘤君》
管虎 《老炮兒》

最佳影片
《老炮兒》
《尋龍訣》
《戰狼》
《親愛的》
《捉妖記》
《夏洛特煩惱》
《烈日灼心》
《狼圖騰》
《智取威虎山》
《滾蛋吧！腫瘤君》

最佳男主角
井柏然 《捉妖記》
鄧超 《烈日灼心》
馮小剛 《老炮兒》
馮紹峰 《狼圖騰》
吳京 《戰狼》
沈騰 《夏洛特煩惱》
張涵予 《智取威虎山》
黃渤 《尋龍訣》
黃渤 《親愛的》

最佳女主角
馬 麗 《夏洛特煩惱》
白百何 《捉妖記》
白百何 《滾蛋吧！腫瘤君》
許晴 《老炮兒》
余男 《戰狼》
余男 《智取威虎山》
趙薇 《親愛的》
舒淇 《尋龍訣》

最佳男配角
艾倫 《夏洛特煩惱》
劉芮麟 《滾蛋吧！腫瘤君》
李易峰 《老炮兒》
張譯 《親愛的》
陳曉 《智取威虎山》
段奕宏 《烈日灼心》
姜武 《捉妖記》
夏雨 《尋龍訣》
倪大紅 《戰狼》

最佳女配角
王智 《夏洛特煩惱》
李媛 《滾蛋吧！腫瘤君》
楊穎 《尋龍訣》
姚晨 《捉妖記》
梁靜 《老炮兒》
最佳新人
莊小龍 《戰狼》
李一情 《親愛的》
顏卓靈 《尋龍訣》

衛蘭 JW 天台唱黎明金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衛蘭與 JW（王灝兒）昨
日到商台宣傳於月底舉行的
天台音樂會，二人透露除了
互相獻唱對方的大熱歌曲
外，又會作公開投票，讓歌
迷投選一首黎明的金曲來獻
唱。
JW表示以往與衛蘭同屬唱
片公司時，對方很照顧她如
家姐一樣。問到離開黎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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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豪讚樂仔冬雨甜蜜

張繼聰撐《殭》好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周柏豪
與鄧麗欣（Stephy）、張繼聰及泰臣，前
晚到九龍灣出席有份配音的 3D 電影《憤
怒鳥大電影》首映禮，四人分享聲演憤怒
鳥的趣事，並即場教大家減壓方法，
Stephy示範憤怒時會做的瑜伽動作。
周柏豪被問到好友余文樂與合作拍真人
騷的內地女星周冬雨被傳撻着，他說：
「無留意，（兩人年紀相差很遠，覺得襯
唔襯？）年紀唔關事，不過周冬雨話自己
身材似 14 歲，阿樂就話自己智商 14 歲，
好 sweet，呢啲宣傳嚟，真人騷有交流至
好睇。」問到可接受拍這類愛情真人騷？
他笑說：「都OK，（女友會否不准？）
女友從來都無唔畀。」
張繼聰的太太謝安琪正在放長假，對於

生仔一事，他表示隨緣。問到開始造人
未？他笑說：「無刻意，無時間，現在拍
緊《幕後玩家》，連瞓覺都無時間！」

Stephy借配音發洩情緒
談到《殭》的監製陳維冠指對收視感到
有點失望，又指觀眾應要有進步。阿聰表
示與對方相熟，目前拍攝的《幕後玩家》
也是由陳維冠監製，他力撐說：「佢希望
改變觀眾睇劇的習慣，而唔係想將收視低
責任推畀觀眾，我覺得《殭》題材新穎，
唔係觀眾睇開的類型，作為觀眾睇得幾過
癮，有啲鏡頭運用得幾好，如果想行頭要
好應百花齊放，唔好咁苛刻。」他又再次
強調不覺得陳維冠將收視差的責任推給觀
眾，並指對方是個很認真的監製。

鄧麗欣（Stephy）表示今次配音情緒起
伏較大，她說：「前段溫柔近似自己，後
段就火爆，從中可以發洩情緒！」問到她
新片是分手後配音嗎？Stephy聞言顯得有
點尷尬說：「係最近配音，情緒亦無受影
響，私底下的情緒放埋一邊。」
說到她的舊愛方力申自爆身邊有不少朋
友介紹女仔給他認識，問到 Stephy 可有
朋友介紹男仔給她認識？她說：「冇喎！
（因為多人追？）唔係，冇諗呢方面，下
星期又拍另一部戲，投入工作先。」
Stephy 表示最近拍完一部電影，角色
較懸疑，並有打鬥戲，日前煞科打到全
身酸痛，背脊瘀了，手腳又有傷痕，拍
戲時更有小意外，玻璃門爆了，被玻璃
擦傷手。

周秀娜自認狼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周秀娜和關楚
耀（Kelvin）前晚出席電影《變種特攻：天啟
滅世戰》宣傳活動，抱恙現身的娜姐剛從巴黎
拍戲返港，因在當地着涼病倒，娜姐表示：
「從香港的夏天氣溫飛到當地的冬天環境，為
了連戲要穿夏裝在戶外拍攝，由早到晚吹風，
吹足 16 小時，終於冷病發燒。雖然行程辛苦也
是值得，因巴黎景色真的很美。」娜姐有見不
少超級英雄電影，要是香港可以開拍這類型片
種，她希望扮演女狼人角色，因香港少見這類

角色，相信會有不同感覺，她笑言：「香港女
仔都好狼死，是另一種犀利，她們不管哪方面
都好獨立，有問題可以自己解決。」娜姐承認
本身個人已經好狼死。
Kelvin 認 同 娜 姐 是 個 狼 死 的 女 生 ， Kelvin
說：「之前合作拍戲要打拳，娜姐練拳時已覺
她很狼死。」Kelvin 笑指有陰暗面，希望演大
反派角色。近日他正參與內地真人騷演出，不
僅要潛水，又要到高樓大廈做扶窗工人，稍後
開始灌錄新歌。

周秀娜

關楚耀

司後有否與對方保持聯絡，
她們表示仍有短訊來往。至
於最想唱黎明哪一首歌曲？
JW 稱衛蘭對黎明歌曲十分熟
悉，對她來說是易如反掌，
衛 蘭 就 笑 稱 最 想 唱 《Sugar
in the Marmalade》 ， 但 最
終要視乎投票結果。提到黎
明 4D 會推出 DVD，二人都
表示會支持，又稱黎明的新
咖啡廣告很厲害，第一日推

■JW

■衛蘭

出已被洗板。笑問她們有否
稱呼黎明做「阿明」，她們
笑道：「不敢，我們都是叫
他Leon。」

中國館首進駐康城電影節國際村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第 69 屆
康城電影節期間，中國館第一
次正式進駐電影節國際村。中
國電影基金會副理事長閻曉明
前日在康城受訪時說，康城電
影節國際村是各國展現電影軟
實力、推動國際合作的重要平
台，有利於幫助有才華的中國
青年電影人走上國際舞台。
代表中國進駐國際村的是中
國電影基金會下屬的吳天明青
年電影專項基金。13 日至 17
日，中國館組織了一系列有關
中國電影的主題論壇、座談會
和推介活動等，吸引了眾多中
外電影人，其中包括多位國際
■楊紫瓊亮相《胡列塔》 電影節選片人。在吳天明青年
紅毯。
新華社 電影專項基金「青年電影人才

計劃」框架下，今年有 5 位優
秀青年製片人的電影項目從近
百個參評項目中脫穎而出，被
選中參加康城電影節製片人工
作坊的學習交流活動。
閻曉明認為，儘管中國已成
為世界第二大電影市場，但中
國電影的藝術性還無法跟其商
業規模相匹配。中國電影未來
的傳承與發展只能寄希望於青
年電影人。在他看來，許多中
國青年電影人從專業院校畢業
進入社會後，確實缺少各種資
源和實際操作能力，迫切需要
得到業內人士的支持與幫助。
此外，楊紫瓊前日以一身黑
色透視打扮，亮相西班牙影片
《胡列塔》的康城紅毯儀式。

伊健與妻入戲院不用喬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鄭伊健昨日以特別嘉賓
身份出席戲院開幕儀式，而
即將在港上映的超級動作特
技鉅製《變種特攻：天啟滅
世戰》為開幕精選電影，台
上伊健更獲贈全球限量的狼
人抓。
問伊健是否經常與太太蒙
嘉慧入戲院睇戲？伊健說：
「都多，現在興包場睇戲，
上網約齊人就包場戲，有啲
戲院仲有飯食，不過就未試
過包場同老婆兩個睇，覺得

好浪費 ，之前錢國偉都試過
包場請大家睇戲。」問與太
太入戲院睇戲時會否喬裝？
他笑說：「唔使，以前就多
啲人影，婚後少咗，自由好
多，加上我哋通常好早，一
係好夜睇。」
同場出席的還有甄詠珊，
她前日去醫院探望剛誕下 B
女的李蘊，她大讚BB靚女：
「睇相似爸爸，真人似媽
咪，好得意，頭髮好濃密，
雙眼皮好深，好靚女。」她
又透露李蘊復原得快，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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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落地行。她謂稍後會帶
埋媽媽上去探李蘊，為對方
煮雞酒補身。問到媽媽何時
為她煮雞酒？甄詠珊笑謂：
「自己都想快啲，想生兩
個，唔排除會閃婚，希望
2018年可以生到B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