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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渤問鼎金爵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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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第 20 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昨晚閉
幕，憑借在電影《冰之下》中的精彩演繹，黃渤
摘得金爵獎最佳男演員！最佳女演員獎則由伊朗
女星薩蕾．巴亞特憑《籌款風波》奪得。
出爐影帝黃渤在台上發感言稱：「美從來都不
缺乏，只是缺少發現，沉甸甸的獎杯讓我知道，
老是去演喜劇片是沒有出息的，這兩年離沸騰的
電影市場稍微遠了點，沒有出現在媒體裡面，靜
下來去做了些嘗試，感謝這次評委會給努力和嘗
試的肯定，而且我自己人生中第一部導演的電影
正在拍攝中。」
伊朗電影《籌款風波》昨晚拿下兩個大獎，分
別是評委會大獎及最佳女演員。跟《籌款風波》
平分秋色，同樣得到兩獎的是俄羅斯、立陶宛與
馬其頓的合拍片《哈爾姆斯》，獲頒最佳編劇及
最佳攝影獎。最佳紀錄片獎則由德國一部關於難
民的電影《當保羅穿越大海》拿下。
最佳導演獎就頒給執導波蘭電影《我是殺人
犯》的馬賽．皮耶普萊茲卡。而當晚最後一項
重磅大獎──最佳影片獎，則花落於菲律賓電

影《三輪浮生》，該片是一部關於社會底層人
民生活的電影，故事充滿人性和普遍性，用不
合常理的表達方式，讓人們相信這個世界上有
真理的存在。
昨晚的紅地毯上，多位中外影人如黃渤、朱

茵、吳建豪、段奕宏、許紹洋、美娜祖維華茲與
導演老公等齊齊現身，當中以荷里活女星美娜祖
維華茲及朱茵的衣着最為吸睛，前者大開中門，
後者則大露背示人，兩位美女毫不吝嗇自家本
錢，大騷Qu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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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珊首孖老公上節目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梁靜儀）陳
慧
珊
（Flora）昨
■陳慧珊
日出席頒獎
禮活動，Flora 的老公鍾家鴻亦有出
席，但他就婉拒記者合照要求。一
直有進修的Flora表示自己以學生、
父母及子女的身份去理解參賽者創
作時的意念，很開心能在教育界學
習到很多東西。
現正修讀教育博士的 Flora，表示
今年讀第二年，踏入年尾會很忙

碌。她又透露目前有電視及電影的
工作在斟洽，除了無綫外，也會接
其他電視台工作。早前她就與
ViuTV 合作，拍了一個探討不同地
方婚姻、文化及教育方針的節目，
找來五對夫婦去五個地方拍攝，她
的老公更第一次出鏡。
Flora 表 示 與 老 公 揀 了 去 尼 泊
爾，十歲大的女兒也有同行，她
說：「個女冇返學一個星期，返學
係好重要，但今次個機會好難得，
我想個女有呢個經歷係好開心，我
哋返到酒店會傾，但我唔會畀答案
佢，只會啟發佢。」

白只顏卓靈拍住拖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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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庭欣拍劇
「露兩點」
夠震撼

着性感衫
李佳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蔡思
貝、李佳芯、張振朗、陳庭欣、翟威廉
及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節目及
製作）杜之克等，前晚出席《踩過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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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受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白
只和顏卓靈昨晚情侶檔一起宣傳新
片《今晚打喪屍》，同場還有吳家
麗、王敏奕等人，對於能公然拍拖
做宣傳，白只笑稱工作時工作，沒
有拍拖。取笑他們是否感情有變
時，白只即滴汗澄清沒有，強調工
作與拍拖分開，場面搞笑。至於二
人會否情侶檔再拍片，白只笑道：
「今次工作時很開心，不過我和她
對手戲很少，如果一齊演戲我怕會
分心。」顏卓靈就笑稱公開戀情後
工作量沒有增多，更提議大家幫他
們製造機會。
甚少用喪屍做題材的港產片，難
免被人拿來與早前大收的韓片《屍
殺列車》作比較，白只坦言對票房
有信心，因為港人都喜歡本地製

■白只怕與女友顏卓靈一齊演戲會
分心。
作，又愛喪屍片。對於主角之一的
張繼聰笑指票房重任交給白只，他
笑道：「我不評論，不是我親耳聽
到都不會信，其實做演員拍攝時也
沒有多想票房，只要觀眾喜歡就
好。」
吳家麗希望電影能繼承之前叫好
叫座的港產片成績，相信觀眾也喜
歡聽廣東話，不用辛苦追字幕。

首播新體驗。佳芯於劇中飾演豪放大法
官，常穿貼身性感服飾示人，她笑言對
保守的她是精神虐待之一。而陳庭欣劇
■一班台前幕後對
新劇好有信心。

中的角色同樣爆，更「露兩點」上陣。
主角王浩信姍姍來遲，眾演員齊齊食
男飯睇首播，現埸更安排粉絲與眾演員

共聚，有粉絲更戴上墨鏡扮盲俠。
劇中飾演豪放大法官的佳芯，笑言在劇中
都要經常穿貼身性感服飾，是精神虐待之
一，因平時很少穿得性感，故感到不慣，劇
中又有一場講她在舞池中好有挑逗性又自信
地跳舞，當時有很多臨時演員望住她，而她
本身無學過跳舞，幸好剪出來的效果過到
骨。佳芯又透露劇中與王浩信和張振朗分別
有床戲：「我個角色係鍾意就會去做，同佢
哋都有感情瓜葛，會互相周旋在對方之間。
（現實都係鍾意就會去做？）我係獨生女，
由細到大媽咪都好緊張我，有時都會先斬後
奏，包括之前拍拖都會等到知道對方係好男
仔至會介紹給媽咪認識，因為媽咪會好擔心
我拍拖，怕我畀人呃。」
盛裝現身的蔡思貝笑言要慶祝「BB」出

世，因為劇集終於播出。問到劇中要戴上假
哨牙的她又可會好掛住副牙？她笑說：「好
掛住副牙，（今晚又唔戴？）諗住靚靚出
嚟。」她回想拍攝時被假哨牙刮損及說話變
成黐脷筋，至於最後可會變靚？她就賣關
子。問到可介意哨牙 look 被拿來同達哥惡
搞？思貝不介意說：「幾好笑，如果同達哥
做商場騷，齊齊搵錢幾好呀，之前都試過一
次。」

庭欣不介意咀同性
陳庭欣（Toby）劇中飾演跨性別人士，做
一個男人變性為女人的角色：「我角色名叫
潘安，潘安係中國第一美男，大家可叫我潘
生。」Toby 表示演這角色真是要衝破心理
障礙，監製最初找她時也擔心她不願意演，
不過她覺得是一大挑戰，也想試試。由於跨
性別議題在西方國家以外個案不多，事前她

上網找資料都有難度，又參考了電影《丹麥
女孩》多次。Toby 透露劇中陳婉婷飾演其
女友，但二人無咀戲，最多都是搭膊頭和攬
攬，不過若角色需要，她也不介意與同性
咀：「同同性咀可能舒服過同異性。」Toby
又自言平時男仔頭，只要壓低聲線便可，但
因膊頭不夠橫，所以穿西裝要墊東西，又要
束胸。問到可怕播出後引起社會回響？她
說：「劇集在內地已播，自己特意上微博睇
留言，幸好有網民話女神形象還在，令我感
到安慰。」
Toby 更透露劇中會「露兩點」，但是合
成的，感謝公司找了一個身材相若還有腹肌
的男替身給她，其中一場在蘭桂坊後巷拍
攝，為了方便後期製作，穿了一件薄到平時
都不會穿出街的 tube top 和「阿婆底褲」，
都幾尷尬，總之很震撼又搞笑，自己都翻看
十幾次，不知父母看了會有什麼感覺。

太久沒說廣東話

法拉配音現口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陳法拉與黎耀祥昨日到
青衣，為聲演的動畫電影
《壞蛋獎門人 3》宣傳。活
動上，二人又與現場小朋友
■陳法拉與黎耀祥分享 玩遊戲。
配音趣事。
近年法拉在紐約修讀戲劇
課程，說英文多過廣東話，她表示第一日配音，當時
剛下機，晨早便要去配音，由於有一段時間沒講廣東
話，導演指她的口音不太正確，就與她出了錄音室研
究，叫她吃些東西再錄過。她指錄音時又笑又叫，叫

到聲音沙啞，要喝蘋果水潤喉。問到她可有教法籍外
交官男友說廣東話？法拉笑稱沒有：「男友覺得廣東
話好難學，暫時只講到普通話，仲有外國口音。」
已第三次為犀利哥角色配音的祥仔，就大讚聲演其
太太的法拉聲演得好。祥仔表示今次大約用了兩日時
間就完成配音，而他所配的版本要交去美國審批。
祥仔又稱今次與法拉合作得很開心，覺得很好玩，
不相信她是第一次聲演卡通人物，而她又高又瘦幾似
電影入面他老婆露露的角色。訪問時，祥仔突然搞笑
問法拉是否有拖拍？法拉反問祥仔兒子有無拖拍，祥
■法拉冒走光之險，烏身玩遊戲。
仔就答：「有，真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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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順生開
「一言堂」
記招

認
「Dr.」
名銜不關音樂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憑
女兒譚芷昀（Celine）參加美國節
目《全美一叮》而聲名大噪的父親
譚順生（Steve），隨即被人翻舊
賬，先被薛家燕指他私下搶走學
生，又被人質疑個人資歷有問題。
昨日譚順生出席他的新碟發佈會，
公開交代所有傳言，但就不設傳媒
訪問，成為「一言堂」。同時，大
會送上蛋糕替他預祝今天生日，譚
生誠心許願達一分鐘之久。
對於家燕姐指責搶走學生，譚順
生表示在之前的聲明已交代不想再
講，強調已第一時間做了已承諾的
事，展示捐款收據證明他以家燕姐
的名義捐出 8 萬元給慈善機構。至
於履歷問題，他承認唱歌奪冠的威
水史年份有出入，因為事隔近 30
年，只是憑記憶跟助手講，的確沒
有親身去核實資料準確性，但重申
獎項是真，承諾受教訓後會審慎處
理所有資料。另外有指他利用《中
國新歌聲》香港賽區冠軍張翊龍，
他解釋如有任何人有興趣找他學唱

歌都無任歡迎，不會理會對方是否
自己的學生，也不會強迫任何人跟
他學唱歌。

會熟讀《弟子規》
譚順生的博士資格也被人懷疑，
昨日他拿出 2008 年畢業取得博士學
位 的 證 書 ， 畢 業 於 菲 律 賓 Nueva
Ecij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學位科目是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他表示在開唱歌學校前有開
過獵頭公司，覺得自己需要專業資
格，所以 2006 年去修讀課程，並花
了兩年時間學習寫論文，最後在
2008 年畢業取得資格，加上朋友之
間一直都以 Dr. Steve 稱呼他，故一
直沿用至今。如果有任何人因為
Dr. Steve 的名稱，誤會他有音樂專
業資格只能深感抱歉。
最後，譚順生表示會熟讀《弟子
規》，繼續學習提升自己，之後會
用所有能力做好父親，多謝大家對
他女兒Celine的厚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