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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電 第54屆金馬獎頒獎
典禮前晚落下帷幕，如外界預測，
享譽世界的華人導演李安將接替張
艾嘉，成為新一任金馬影展執行委員
會主席。
「金馬獎從我小時候就看得到，一直

就像目標一樣。」李安以其一貫的靦腆
風格受訪。他說，感謝張艾嘉過去4年
的奉獻，讓金馬獎平順又精彩；自己非
常榮幸能接下此一重擔。
數天前，金馬組委會突然公佈，李安將
加入今年典禮的頒獎人行列。台灣媒體就

有猜測，即將卸任的現
任金馬主席張艾嘉將

傳棒李安。
2013年，張艾嘉接過前任主席侯孝賢的棒。

四年過去，金馬獎保持着它在華人電影圈的重
要地位，今年576部電影報名角逐，數目為歷
史上最多的一屆。
從導演第一部電影起，李安便走近他「夢幻

中的金馬獎」。從影30多年，《推手》、《臥
虎藏龍》、《色戒》等多部作品都獲得金馬獎
肯定。
在李安眼中，金馬獎以相對公正、開放的態

度而受人尊敬。他說，執委會這麼多年的運作
已有成熟、流暢的機制；接下來兩年會沿着這
路線，將優良的傳統延續下去，「希望能一代
一代讓它（朝着）更健康、更公平、更開放的
方向發展」。

考慮兩個月下定決心
有記者問及是否曾猶豫接下主席之位，李安

透露，因長期生活在美國，剛接到電話時他也
懷疑自己能否勝任。因張艾嘉「三寸不爛之
舌」，加上多位前任主席誠意備至的信件，他
考慮兩個月後下定決心。
李安也表示，自己的新電影已經進入前期策

劃，但拍片不會成為耽誤金馬工作的藉口。接

下來，除金馬周期會留在台灣外，
更多的時間裡他會通過電話等方式與執
委會保持聯絡。張艾嘉補充道，作為主席，
都是以「公僕」的心態服務盛會；不論台灣還
是內地，希望未來能鼓勵更多的電影工作者參
與其中。
據悉，金馬影展執委會主席兩年一個任期，

李行、張法鶴、王童、焦雄屏等台灣資深的電
影工作者皆擔任過該職。李安將於2018年1月
起正式成為第七任金馬「掌門人」。

香港文匯報訊蔡依林（Joiln）前晚在第54屆
金馬獎擔綱演出，獻唱鳳飛飛、鄧麗君、甄妮、
蔡琴等天后的經典歌曲，包括《祝你幸福》、
《甜蜜蜜》、《追夢人》、《流金歲月》、《最
後一夜》。可是，Joiln一開口唱《甜蜜蜜》已有些
走音，所幸漸漸回穩，成功完成演出。
Joiln的經理人表示Joiln綵排時就有些緊張，她平

時演出身邊有舞者相伴，這次是首度沒有任何舞
者、道具、特效等形式演出，也難得穿優雅禮服唱
歌。而Joiln演出完後也在facebook留言：「甜蜜
蜜！老天鵝～鵝」，還說「請自動幫我消音」，毫
不介意拿走音事自嘲，不過Joiln心情仍非常愉快、
感恩，「不用走位排舞反而緊張，卻也覺得輕鬆愉
快。但在後台還是拉了筋，哈哈，太習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韓國樂壇盛事
《MAMA音樂頒獎禮》今年分別於越南、日本
及香港三地舉行為期一周的活動，頒獎禮前日在
越南揭幕，當中人氣強勁的新人男團Wanna
One 先拔頭籌奪得「Best Of Next」，男團
Seventeen則奪得「全球最喜愛藝人獎」。行程
滿檔的Wanna One昨晨已飛返韓國，本周他們
亦將到日本及來港參與《MAMA》。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韓國《第38屆青龍
電影頒獎禮》前晚在首爾慶熙大學舉行，頒獎禮
率先頒發男女新人獎，男團EXO成員D.O.憑韓
片《我的麻煩大佬》榮獲最佳新人男演員，D.O.
因忙於開唱，由好友趙寅成代為領獎，至於女新
人獎方面，崔嬉序繼《大鐘獎》後，再憑韓片
《朴烈》力壓少女時代成員YoonA贏得。值得一
提的是，D.O.完成演唱會後便立即趕到頒獎禮現
場，與申河均頒發最佳電影，今年度最叫好叫座
的韓片《逆權司機》眾望所歸，贏得該大獎。
最佳男演員由宋康昊憑《逆權司機》大熱奪

得，擊敗李秉憲、金允錫、薛景求及趙寅成等
人，而負責頒獎的李秉憲雖然失落獎項，但也大
方跟出爐影帝宋康昊擁抱祝賀。75歲資深女演員
羅文姬憑《不能說的故事…》封后；最佳導演則
由《不能說的故事…》的金賢錫奪得。
最佳男、女配角獎分別由《犯罪都市》的陳善

奎及《The King》的金素貞奪得，其中陳善奎上
台攞獎時激動落淚，他表示要感謝太太。
今年韓國有幾位電影人金柱赫、金志映和金姈
愛突然離世，場上為紀念他們對電影的付出，製
作了一段紀念影片，已故演員金柱赫的好友車太
鉉做代表現身致詞：「你在天上還好嗎？我忘不
了你的笑容。」擔任主持的金惠秀看到故友金柱
赫的片段時亦不禁哽咽，原本要為這段環節作結
尾但也說不下去，由另一主持李善均救場。

李安將接棒張艾嘉任金馬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韓國女歌手

IU前晚假亞博館舉行其今次巡演唯一海外
場「2017 IU Tour Concert "Palette" in
Hong Kong」，當晚兩度安哥，IU唱足3
小時，更有「金曲歌王」方大同做神秘嘉賓
現身，讓台下觀眾驚喜連連。
IU於日前舉行的記者會上已預告港騷會
有神秘嘉賓，但當方大同以嘉賓身份出場，
歌迷都相當驚喜，二人合唱IU的《Can't
Love You Anymore》，IU大讚方大同的韓
文發音完美，她非常感謝。方大同表示有買
IU隻碟，但他不是練韓文好耐，故表演時
都有些緊張。IU就指她很喜歡方大同的
《紅豆》、《味道》等歌曲。方大同又邀請
IU下次一齊寫歌，IU爽快答應，並表示IU
下次來港想請她飲奶茶及食菠蘿包，而IU
也回說方大同下次去韓國時可聯絡她見面。
之後方大同再獻上他與韓國知名饒舌歌手
Zion. T及Crush合作的《味道》。
IU每次開騷均準備十足，誠意滿滿，曾

苦 練 廣 東 歌
《囍帖街》及
《喜歡你》在
港騷獻唱，今
次IU更是特意
拜託了香港填
詞人陳詠謙為
其 歌 曲
《Through
The Night》重
新填上廣東話
歌詞，在二度
安哥環節上獻
唱 《Through
The Night》廣東話版本，誠意感動全
場觀眾。IU又接受歌迷點歌，即場唱
出《囍帖街》，她謙稱沒有練歌，未
能如兩年前一樣唱得好，話雖如此，
但她仍未有甩嘴，成功交差，再展驚
人的語言天賦。

提金馬獻唱走音
蔡依林：請自動幫我消音

《MAMA》越南揭幕

Wanna One先拔頭籌

宋康昊大熱攞青龍影帝

香港文匯報
訊 趙 碩 之
（Wylie） 、
亢 帥 克 及
REVIVE R樂
隊昨日在灣仔
出席活動。

Wylie更難得開腔高歌助興，首度公
開演唱由REVIVER樂隊作曲、為她
度身訂做的電影主題曲《霧晴》。
其實今次是Wylie自5年前演出舞
台劇《風之后》後， 首度公開演
唱。Wylie表演完後受訪謂：「即使
現在已表演完畢，心情還是緊張
的！今日有很多朋友來了撐我，例
如DJ好友李志剛一口答允替我們當

活動司儀，又見到同公司的師弟古
天祥來到現場支持我，令我超級感
動！」至於為何會突然開腔唱歌？
Wylie說：「由出道至今，我主要是
接觸演戲這個範疇， 現在透過認識
同公司的REVIVER樂隊，令我開始
接觸音樂，發現唱歌其實會對演戲
有很大的幫助，而且有助擴大自己
成長的深度。雖然自己暫時沒有當
歌手的打算，但都希望能再把音樂
造詣提升一下！《霧晴》是先有詞
再有曲的， 自己都苦練了一段時
間。當收到那份詞的時候，我正在
經歷一個小小的情感困擾，全靠這
首歌給予我力量，把我從失落的境
界中拯救出來。」

方大同驚喜助陣晒韓文

IUIU再唱廣東歌顯誠意再唱廣東歌顯誠意

■■張艾嘉與李安交接金馬執張艾嘉與李安交接金馬執
委會主席委會主席。。 中央社中央社

■《血觀音》表現亮眼，導演楊雅(吉吉)興奮
做搞笑動作。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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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na OneWanna One奪得奪得「「Best Of NextBest Of Next」。」。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IUIU又唱又跳又唱又跳，，
演出演出33小時小時。。

■■IUIU與方大同合唱與方大同合唱《《Can't Love You AnymoreCan't Love You Anymore》。》。

■IU不時跟港
迷互動。

■■趙碩之趙碩之

■蔡依林表演開初
表現失準。中央社

陳豪受訪時表示12月將會很忙，因為除是
大仔4歲生日（12月4日）外，還有聖

誕派對。他指兒子生日會每年都有不同人物
主題，兒子今年就喜歡「超級英雄」。問到
他可要扮？阿Mo笑謂要考慮，但先要物色場
地，會交由太太（陳茵媺）搞，因她是搞派
對的能手，會令小朋友好開心。
他指家裡已經佈置好聖誕樹，「屆時會邀
請不少小朋友來參加派對，而小朋友最喜歡
收到聖誕禮物，不過我們就不贊成買太多禮
物給自己的小朋友，因為他們會分心，而且
每年收好多，有些去年的禮物都還未拆，我
會收起，將部分禮物捐到慈善機構。」阿Mo
又透露與太太亦忙於安排大仔的小學面試，首選

入讀國際學校，他覺得小學斷定人
生，所以要揀間好學校，而面試可
訓練小朋友及增強自信心。

陳貝兒想借派對識朋友
說到他縱使忙都不忘在社交平台貼與

太太拖手相放閃照，他笑言拖手是小
事，還與太太去旅行過二人世界，認為
做父母就算有小朋友，都要留些時間給
自己，夫妻之間的愛不可冷卻。
另外，回復單身的陳貝兒坦言今年聖

誕節希望重新出發，很多朋友搞聖誕派
對，自己都想去，讓自己有機會認識更
多新朋友，迎合市場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靜儀）陳豪（阿Mo）、

陳貝兒及魔術師甄澤權昨

日到將軍澳出席剪綵活

動，現場並有醒獅表演。

阿 Mo 透露 12 月將會很

忙，因為多個派對要搞，

屆時會有邀請不少小朋友

來參加派對，除了𠱁 小朋

友，阿Mo亦堅持要與太

太過二人世界，認為夫妻

之間的愛不可冷卻。

陳茵媺忙為愛兒選校
陳茵媺忙為愛兒選校 搞派對搞派對

陳豪陳豪堅持二人世界堅持二人世界

為愛為愛「「保暖保暖」」

■陳豪堅持與太太去旅行過二人世
界。 資料圖片

■■陳豪不陳豪不
贊成買太贊成買太
多禮物給多禮物給
自己的小自己的小
朋友朋友。。

■■陳豪陳豪((左左))與陳貝兒與陳貝兒
((右右))配合魔術師甄澤配合魔術師甄澤
權表演魔術權表演魔術。。

趙碩之趙碩之暫不打算做歌手暫不打算做歌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