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3

■責任編輯：梅馨文

娛  樂  新  聞

■版面設計：黃力敬

2017年
2017
年 6 月 30
30日
日（星期五
星期五）
）

■梁朝偉夫婦
將來有份於奧
斯卡投票。
資料圖片

■ 得到國際認
同的子丹，
同的子丹
，去
年曾在荷里活
打手印。
打手印
。

■張曼玉亦入選
張曼玉亦入選。
。
資料圖片

■馮小剛入選
編劇部門。
編劇部門
。
資料圖片

■許鞍華曾獲多個導
演獎項。 資料圖片

逾 20 華語影人加入奧斯卡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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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丹
香港文匯報訊 頒贈奧斯卡獎的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
（簡稱為「AMPAS」）公佈 2017 年獲邀奧斯卡評審委員會名
單，獲邀的 774 人中華語電影人大放異彩，有逾 20 人加入，梁朝偉、
劉嘉玲、甄子丹、馮小剛、許鞍華等多名電影人入選奧斯卡評委會成
員，未來他們將擁有奧斯卡獎的投票資格。學院又多邀女性加入行
列，希望提升組織多元性。

美國影藝學院公佈今年奧斯卡新成員
名單，今年獲邀成員創新紀錄，各

部門總計 774 名新成員，比去年的 683 位
新增數額為多。而華語影人數量也再創
新高，梁朝偉、劉嘉玲、甄子丹、張曼
玉、姜文、范冰冰、溫明娜、黃榮亮等
入選演員部門；陳可辛、許鞍華、杜琪
峯入選導演部門；馮小剛入選編劇部
門；趙小丁入選攝影部門；顧長寧入選
音效部門。
加上早年入選的盧燕、鄔君梅、陳
沖、陳凱歌、顧長衛、李安、吳宇森、

章子怡、楊紫瓊、王家衛、李連杰、侯
孝賢、賈樟柯等會員，如今奧斯卡評委
會成員的中國面孔已越來越多。

代表華語電影受認可
過去奧斯卡評審委員會結構被批評
「太白又太男」，AMPAS 透露今年獲邀
的評審委員中，女性佔比達 39%，使整
體評審委員的女性佔比達 28%，比去年
增加 1 個百分點。至於有色人種在今年獲
邀評委中佔比 30%，使整體評審委員的
有色人種佔比提升至 13%，比去年增加 2

可投票
個百分點。而有業內人士認為，近年來
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影人入選，代表華語
電影、華語電影人在世界範圍內越來越
受到認可。
據悉，奧斯卡評委人數總數超過 7,000
人，要成為評委就必須在電影業有一定
的特殊成就。其評判的標準主要有才華
洋溢、在業界獲得有較高的榮譽和知名
度，曾獲得學院獎的提名，或為電影業
作出傑出貢獻。奧斯卡評委為終身制，
這些華語影人加入 AMPAS 後，就有資格
參與奧斯卡金像獎的評選。

代表香港成融合使者祖兒：祖國是精神家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植植）明天是香
港回歸祖國 20 年的大日子，近日容祖兒
出演的央視香港回歸 20 周年主題公益廣
告《心手相連篇》在全網播出並在
CCTV 中央電視台全頻道全面上線。此
次參加香港回歸公益廣告拍攝的三位明
星成龍、容祖兒、陳偉霆均來自香港。
取景地分別為大灣區規劃中的重要城市
深圳、廣州及特別行政區香港。
在《心手相連篇》的廣州取景部分
中，祖兒一身純白T恤出鏡，為可愛的小
朋友們分發彩色畫筆。香港回歸 20 年
來，祖兒的事業深度涉足內地與香港，
她代表着與內地深度融合的一代香港

人，整個祖國都是她的精神家園。
這樣和諧而堅實的精神家園也是祖兒
在影片裡想要傳遞給孩子們的。兒童是
未來也是希望，以祖兒為代表的一代香
港人正攜手為內地與香港兩地的孩子們
創造最美好的明天。
今年，正值香港回歸 20 周年，亦是舉
國同慶的光榮時刻， 《心手相連篇》以
「心與心相連，手與手相牽」為點題的
視覺元素和情感載體，通過不同場景中
與「手」相關的形象，以及群體的互動
來體現內地與香港兩地同胞不分彼此、
互助互愛、齊心協力的同胞情誼與愛國 ■祖兒代表港人攜手為兩地的孩子們創造
美好明天。
情懷。

蘇打綠休團 史俊威忙湊仔影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
文釗）蘇打綠鼓手史俊威
（小威）昨日來港主持他攝
影展的開幕儀式，他坦言因
蘇打綠休團令他有更多時間
去拍照，最希望來港拍攝富
特色的風景，如鰂魚涌的海
山樓、灣仔入境處外擺設的
水馬和傳統的搭棚。
首次在港開攝影展的小
威，表示趁蘇打綠休團期間
四處去拍照，帶太太和兒子
到平時沒機會去的地方，問
到攝影展中有多
少張太太和兒子
的相片？他笑
道：「3 張，太太
一張、兒子兩
張，因為我是想
分享自己心中的
想法，不是分享
我的家人。」小
威透露攝影展從
一千多張作品中
挑選 70 多張出來
展示，過程辛

苦，甚至團友的照片也不
多，因為人物不是展覽重
點。問到最想去什麼地方拍
照？小威說：「想來香港
拍，例如海山樓、入境處外
的水馬，天氣好的話也想去
大嶼山影小漁村，公共屋邨
也想去拍。」是否因休團令
他有更多時間拍照，他說：
「都是，現在生活九成時間
在照顧兒子，我是個專業保
母，另外一成時間去拍照，
當然最喜歡的還是打鼓。」

■小威拍下兒子的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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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展 的 評
審。

Eason登大帽山識「朋友」
最 近 忙 着 拍 戲 的 陳 奕 迅 （Eason），早前特地抽空為全新國語歌
曲《放》拍攝 MV。MV 裡，Eason
邊唱歌邊駕着開篷車去了不同地方，
包括去了大帽山。一向俏皮的 Eason
在山上都不忘結識新「朋友」，而這
位朋友竟是一隻牛，還搞笑地將牠命
名為 Jason。雖然這位新朋友完全沒
有理會 Eason 的說話，Eason 摸牠後
亦隨即轉身逃跑，但 Eason 都自得其
樂，在不用埋位時擺出不少甫士影
相。

GOT7預告明日唱廣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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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男團 GOT7 明日將在亞博舉
行粉絲見面會，由於反應熱烈，故主
辦方特別增加$1,380 及$980 兩種門
票的座位，將合共有 400 位粉絲可得
到追加的神秘福利。來自$1,680、
$1,380 及$980 區域的粉絲當晚可留
意現場廣播看看能否成為 400 位幸運
兒之一。因為今次是 GOT7 的兩岸
三地唯一的粉絲見面會，所以 7 子特
別苦練了一首廣東歌，相信屆時必令
港迷驚喜連連。

GFRIEND添福利謝港迷

陳瀅自爆愛裸泳
陳瀅
自爆愛裸泳
香港文匯報訊 （實習記者 張美婷）陳瀅和麥美恩昨日出
席海洋公園夏水禮的揭幕活動，夏日炎炎，兩位都身穿背心
短褲出席活動，大會更準備了拍攝位讓她們化身「沙雕美人
魚」，但在整個活動中，陳瀅明顯顯得小心翼翼，盡量都避
免做大動作，她指怕背心內的 Nude Bra 會甩，所以才披着
外套。她透露平時不太喜愛穿 Bra，更表示小時候經常在多
倫多家中的泳池裸泳，也十分享受裸泳的感覺。
麥美恩則表示在就讀大學時，知道有不少人會在天體沙灘
中裸泳，但自己卻不太喜愛裸泳。當記者問到會否嘗試裸泳
時，她稱與閨蜜一同游泳時才會選擇裸泳，更覺得在自己結
婚前會嘗試裸泳一次。而對於自己的身材，她笑言自己戴
Bra 與否分別不太大，更稱自己沒本錢騷身材，即使如此，
她仍然十分滿意自己的身材，覺得衣着應以舒適為主。

■GFRIEND

韓國上位女團 GFRIEND 被傳下
月尾再度回歸，令一眾歌迷相當期
待。而 GFRIEND 下月 16 日的首個
香港演唱會同樣令人引頸以待，皆
因成員們決定再為港迷送福利。持
有 VIP 門 票 的 觀 眾 ， 除 可 和
GFRIEND 近距離擊掌外，幸運觀眾
更有機會獲得成員親筆簽名寶麗
萊；其他觀眾亦不用「葡萄」，因
全場觀眾均可獲得 GFRIEND 明信
片作為紀念。

BTOB下月再襲港開唱

■BTOB

韓國7人男子組合BTOB 前年曾來
港，相隔一年多，他們將重臨香江，
於下月 14 日假亞博館舉行演唱會。7
子除會帶來精彩表演外，更會跟幸運
粉絲作近距離互動！門票已公開發
售，票價最貴為港幣$1,6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