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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楊丞琳（Rainie）前晚專程
來港，到戲院為她有份演出的電
影《紅衣小女孩2》謝票，由於
需要趕拍新劇和籌備演唱會，
Rainie只能留港一天，更要連走
八場到港九不同地區。雖然臉露
疲態，但見到香港粉絲的熱情，
Rainie笑言仍能支持得住。
Rainie謝票時笑稱一般人看戲

都不會選坐第一二行，但前晚售
票就由第一行開始，多謝觀眾為
了見她，忍受脖子酸痛來看戲。
她說：「上次我來香港也是宣傳
鬼片，辛苦了粉絲要再次挑戰自
己的勇氣。」問到男友李榮浩有
否看過時，Rainie說：「還未
看，他應該不怕看鬼片的。」提
到同片的許瑋甯獲提名金馬獎最
佳女配角，Rainie則沒有收穫，
她說：「我有恭喜她，我從入行
開始就對獎項看得很淡，最重要
是觀眾看得感動，有看到我的努
力。」

紅館騷成事與否靠運氣
至於年底在台北小巨蛋舉行的

演唱會，Rainie表示現要趕拍劇
集，之後只有不足一個月時間排
練。「真的很累，但好爽，因為
這個演唱會是我的百分百全情投
入，我事事參與有給意見。之前
的演唱會都是有專人幫我打
造。」問她何時來紅館開騷，她
笑道：「我都想，但紅館檔期難
申請，我很早就有申請，不過有
朋友嚇我紅館要排到2019年，
現在就要看運氣；我也很想與香
港粉絲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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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主辦全

球電影界盛事奧斯卡電影頒獎禮的

美 國 電 影 藝 術 與 科 學 學 院 （AM-

PAS），昨日公佈今屆頒獎禮共有92個國

家或地區派出電影角逐最佳外語片獎，為歷

來最多的一屆。其中席捲內地票房、由吳京

自編自導自演的《戰狼2》將代表中國內地

力爭最佳外語片，跟中國香港代表《一念

無明》、韓國代表《逆權司機》等優

秀作品爭奪下一輪的「最後

九強」席位。

至今上映了超過 72 天的《戰狼
2》，單單在內地已錄得逾56億元

人民幣驚人票房，打破內地史上最高票
房紀錄；同時以8.7億美元全球票房取
得全球票房榜第55位的佳績。在上佳口
碑和票房成績下，《戰狼2》代表中國
參加第90屆奧斯卡頒獎禮的最佳外語片
獎角逐行列，也是理所當然的結果。

根據大會資
料，定於香港時
間明年3月5日舉
行的第90屆奧斯卡
頒獎禮，獲共92個國
家或地區派片角逐最佳

外語片獎，為歷來最多的
一次。其餘參賽片方面，中國

香港代表是余文樂及曾志偉主演的躁
鬱症主題電影《一念無明》，中國台灣
則派出已摘下柏林影展泰迪熊最佳紀錄
片獎的《日常對話》，至於分別代表韓
國和日本的《逆權司機》與《幸福澡
堂》也廣獲讚許，各齣亞洲影片要闖入
最後九強甚至最後五強也甚有機會。

中國兩度躋身最後五強
翻查資料，自1979年起中國便開始

派片參與奧斯卡外語片獎的角逐行列，
但在接近40年的歷史裡，僅得1990年
《菊豆》和2002年《英雄》是能夠躋身
最後五強；兩片無獨有偶都是張藝謀所
執導。去年的中國代表是《大唐玄
奘》。另外，以「慰安婦」為題材的中
國紀錄片《二十二》，早前亦已報名角
逐奧斯卡最佳紀錄片。
基本上，每個國家或地區都可報名

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但必須符
合大會的參加條件（如至少放映了一
定場次、以非英語作為片中主要對白
語言等），否則會被褫奪參賽資格。
以今屆為例，已報名的92套電影將於
本年底作出首輪篩選，選出最後九
強，之後再於明年1月23日公佈最後
五強，從而由AMPAS各會員投票選出
今屆的外語片獎得主。

硬撼硬撼《《一念無明一念無明》《》《逆權司機逆權司機》》

《《戰狼戰狼22》》代表中國代表中國

出征奧斯卡出征奧斯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新
婚不久的樂基兒（Gaile）昨日出席
朱古力品牌宣傳活動，同場還有即
將出嫁的陳嘉寶、汪詩詩、湛琪
清、蔡穎恩等。Gaile表示婚後首個
中秋與老公在家玩煮飯仔，笑言兩
口子都是喜歡入廚之人，每天就像
烹飪比賽一樣，不過就沒有評判煮
得那樣有特色。
Gaile笑稱老公對煮藝很有自信，

更炮製香港地道街頭小食，她說：
「我們煮的菜式很不同，他喜歡吃
肉和海鮮，我就喜歡意粉、河粉和
沙律。」笑問到底誰是家中主廚？
Gaile 說：「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地
方，煮食最重要是3P，Patience（耐
性）、Passion（熱誠）和Prepara-
tion（準備）。」提議Gaile可開設
食店或私房菜時，她說：「暫時不
會，不過我有開始做網上餐單，做
好網站就會跟大家分享我的食
譜。」
即將出嫁的陳嘉寶，終體會到籌

備婚禮的煩惱，她說：「初初以為

交給婚禮搞手便可，但原來有很多
細節都要靠自己。近日開始派帖和
寫信封，我就要追問賓客名稱，連
自己的姊妹都要追地址寄帖。另外
又要派餅和喜糖，包裝用的紙袋要
否加Logo都要傷腦筋。當初以為一
兩日搞掂，結果兩星期都未做好，
弄得自己好大壓力，沒覺好睡。」

陳嘉寶想拋花球給陳凱琳
姊妹團方面，嘉寶指圈中人只有
陳瀅和蔡穎恩，原留了位置給賴慰
玲，但對方現要養胎，只好做隱藏
版姊妹。提到好友陳凱琳疑被男友
鄭嘉穎拒婚，嘉寶笑道：「怎會？
她大把人搶啦。（嘉穎有其他選
擇？）唉吔，我滴汗啦，看看我拋
花球時她接不接到。我覺得幾靈
的，上次去婚禮我就接到。」
汪詩詩透露一家人中秋到上海與

親友過節，老公專程抽空兩天驚喜
現身。提到大女Jasmine表演慾強獲
網友大讚，詩詩說：「多謝大家，
不過她年紀仍小，要先專心讀書，

將來會否入行要看她的天分、努力
和性格。不少朋友和公司都有向她
招手，但我就未準備好，她只有13
歲，不可荒廢學業。」

懂製港式街頭小食樂基兒讚老公廚藝叻

香港文匯報訊 傅嘉莉
（Kelly）繼將長髮剪成男仔
頭拍《我暪結婚了》，為藝
術而犧牲後，最近再為新劇
《特技人》黐頭套扮光頭，
激似電影《少林足球》中的
「阿梅」，引來口痕網友叫
她返火星！
Kelly在劇中飾演女明星秦

臻，造型甚多，今次更首度
變光頭，要忍痛黐頭套。
Kelly對此大表興奮：「好彩
我現在是短頭髮，不過都要
花三小時去『變髮』，過程
都有點痛，工作人員都有悉
心幫我塗防敏感膏，但結果
都是整條頸變紅了。我將光

頭Look放上網，大家都覺得
很有趣。」當把相片放上網
和外界分享後，不少藝人都
讚她造型靚，包括湯洛雯都
問她為何光頭都如此漂亮？
從未見過自己沒頭髮的

Kelly， 連 關楚耀都讚她
「So Handsome」，教其開
心不已。「做模特兒時，都
想過剃光頭影一輯相，相信
會幾有型！今次竟然是拍劇
時嘗試，真的要好多謝TVB
化妝師和髮型師弄得如此完
美、真實的光頭Look給我。
有網友覺得這個造型很像一
部電影，於是叫我返去火
星，好搞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湯寶
如（湯記）昨日到電台宣傳下月舉行的
演唱會，她透露現正為演唱會進行排
練，還要節食瘦身兼護膚，目前已減了
10磅，希望到演出前再瘦多五磅。現
在她最緊張的，還是要練很久沒唱過的
歌，怕自己上台時會忘記歌詞。
湯記剛度過 46歲生日，她開心地
說：「今年很多朋友替我慶祝生日，切
了六個生日蛋糕！」又笑指這段時間正
要節食，但這幾天可以吃蛋糕，吃第一
啖的感覺似上了天堂般美好，故完成演
唱會後她一定要去旅行吃餐勁的，去排
解減肥的不愉快心情。湯記表示生日當
天是在工作中度過，然而男友跟兒子均
沒作任何表示，她曾向兒子打探過，只
獲回覆到她生日才算，結果現過了生日
兩天仍是什麼都收不到。到前日跟兒子
一起打邊爐，也只能望住他吃，自己只
能吃「白烚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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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嘉莉拍《特技人》被網友叫返火星

香港文匯報訊 周杰倫（周董）除了自
己紅遍各地外，也願意為幫自己誕下一對
仔女的另一半昆凌搖旗吶喊。昨天周董罕
有地在Instagram放了他和昆凌的合照，
留言表示為愛妻拍了一段秘密影片，是昆
凌誕下次子Romeo的兩天後所拍，作為
參演荷里活電影試鏡之用。結果昆凌成功
「達陣」，會在本月起夥拍迪維莊遜
（Dwayne Johnson）拍攝新片，相信周
董得悉這消息時是開心到飛起，否則又怎
會如此高調「放閃」？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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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狼戰狼22》》口碑票房俱佳口碑票房俱佳，，
作為中國代表角逐奧斯卡最佳作為中國代表角逐奧斯卡最佳
外語片絕對是合情合理外語片絕對是合情合理。。劇照劇照

■《一念無明》代表
香港角逐獎項。 劇照

■《逆權司機》在韓國以至其
他地區都引起迴響。 劇照

■《菊豆》是中國首套電影躋身
奧斯卡外語片獎最後五強。

■■楊丞琳很想楊丞琳很想
在紅館開騷在紅館開騷。。

■樂基兒大讚丈夫「入得廚房」。

■傅嘉莉的光頭Look激似《少林足球》的「阿梅」。

■陳嘉寶(左)坦言看輕了籌備婚禮的難度；
右為蔡穎恩。

■■湯寶如湯寶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