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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於頒獎禮舉行當晚，大會
將頒發「卓越亞洲電影人大
獎」予惠英紅（小紅姐），以
表揚她的精湛演出以及推動電
影發展之貢獻。惠英紅昨天在
台上表示感到當之有愧，覺得
自己可再做好點，不想辜負了
獎項。又稱希望在培育方面出
一分力，認為只要愛電影就會
投入工作，肯花心機去做就會
有成就。
到接受訪問時，小紅姐表示
對得獎感到很開心又榮幸，她
笑說：「上星期收到通知，我
還問大會不是老人獎嗎？得這
個獎我好榮幸。」問她如何慶
祝？她表示因還有工作，翌日
才跟家人食飯慶祝。
去年獲獎無數的小紅姐，當
被問到是否拿獎拿到手軟時，

她謙稱只是好彩。「今次這個
獎特別些，因與演技無關
連。」演技無庸置疑的小紅姐
又透露黃秋生和古天樂都有邀
請過她講Talk，但她怕不懂說
話會誤人子弟，所以想準備好
些才開班教授演戲心得。不
過，她歡迎大家私下問其演戲
方法，她都會給意見。其實不
止新人，有些老拍檔有時也會
問她，而她都會向好朋友請
教。

顏卓靈高興學生有團火
擔任學生大使的顏卓靈（香

港代表）及李廷鎮（韓國代
表），在台上亦有分享分別在
兩地與學生交流演戲心得的經
驗。顏卓靈表示讀浸大時副修
電影電視，而她跟學生年齡相
若，只是她多了幾年實戰經

驗。問到可有被學生問到口啞
啞？「幸好他們是學生，大家
年紀相若，好開心見到他們對
電影還有一團火！之前做交流
時也見到相熟面孔。」
至於李廷鎮就被爆出與女團

Nine Muses前成員E U Erine
拍拖七個月，二人已承認戀
情，但李廷鎮昨日表示不回應
感情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古天樂（古仔）憑《殺破狼
．貪狼》提名最佳男主角，正身處片場工作的他收到電影公司
通知後興奮表示：「收到提名亞洲電影大獎最佳男主角這個消
息好開心，是努力了一段時間的肯定。我對《殺破狼．貪狼》
充滿信心，多謝台前幕後整個團隊、葉偉信導演和所有支持我
的朋友，最緊要大家繼續支持港產片！希望《殺破狼．貪狼》
可拿到最佳動作電影，而自己首次憑這部電影提名相當榮幸，
希望有機會得獎。」
許鞍華憑《明月幾時有》獲提名最佳導演，她回應說：「我
覺得非常榮幸。」
另外，電影《出貓特攻隊》 女主角茱蒂蒙翠莎容素欣
（Chutimon Chuengcharoensukying）對於有份提名最佳新演
員 ，她開心表示：「好興奮！知道有份入圍亞洲電影大獎，
感覺很特別。很開心有份競逐最佳新演員，期待出席頒獎禮當
晚能認識其他電影新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第12屆亞洲電影大獎》

將於3月17日假澳門威尼斯人

劇場隆重舉行，昨天大會公佈入

圍名單，出席記者會的有惠英

紅、程小東、韓國男星李廷鎮及

顏卓靈等。於一眾入圍電影中，

以《妖貓傳》的六項提名最多，

而影帝影后角逐方面，僅得古天

樂（古仔）代表香港出戰，和其

他亞洲演員一較高低。「最佳導

演」獎項競爭激烈，陳凱歌力戰

張艾嘉、許鞍華、馮小剛、洪尚

秀和石井裕也。

亞洲電影大獎學院主席及香港國際
電影節協會主席王英偉博士於席

上表示：「今年我們將以『武動亞
洲』為主題，表揚區內默默耕耘的電
影人，也為新一代電影工作者提供接
觸業界代表的平台。」

程小東任今屆評審主席
大會今年邀得著名動作導演程小東

出任今屆大獎的評審主席，帶領九位
來自世界各地的專業評審，一同甄選
代表亞洲的優秀作品。國際級影后劉
嘉玲亦獲邀擔任名人評審，她雖然有
工作在身，未能出席記者會，但亦有
拍攝短片鼓勵。嘉玲在片中說：「十
分榮幸能擔任第12屆亞洲電影大獎的
名人評審，將會聯同評審主席程小東
導演以及世界各地的評審代表一起努
力，務求挑選出當中最出類拔萃的作

品。」
在昨天記者會上，主辦單位公佈今

年頒獎禮有32部來自10個國家及地區
的作品，入圍共89項提名，競逐17項
大獎。當中包括兩項新增的大獎「最
佳新導演」及「最佳動作電影」，主
要是嘉許動作設計同業及年輕的電影
工作者，為業界帶來更多鼓勵和肯
定。
於提名名單當中，電影《妖貓傳》
獲得六項提名，包括「最佳導演」、
「最佳女配角」、「最佳攝影」、
「最佳造型設計」、「最佳美術指
導」和「最佳視覺效果」，其次是獲
五項提名的《相愛相親》、《第三度
殺人》、《芳華》和《嘉年華》。
重要獎項之一「最佳導演」競爭激

烈，入圍導演包括有《妖貓傳》陳凱
歌、《相愛相親》張艾嘉、《明月幾

時有》許鞍華、《芳華》馮小剛、
《情今以後》洪尚秀和《東京夜空最
深藍》石井裕也。
最佳男主角方面，香港只得古天

樂憑 《殺破狼．貪狼》入圍，他的
對 手 有 《1987： When the Day
Comes》的韓國演員金允錫、《沒緣
茉莉》泰國演員 Sukollawat Kanar-
ot、《五星級選戰》印度演員 Raj-
kummar Rao及《暴雪將至》內地演
員段奕宏。
至於最佳女主角的候選者，則有

《相愛相親》張艾嘉、《喜歡．你》
內地演員周冬雨、《鳥獸行》日本演
員蒼井優、《情今以後》韓國演員金
敏喜及《瑪莉娜之殺人四幕》印尼演
員Marsha Timothy。換言之，張艾嘉
同時憑《相》片力爭導演及女主角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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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電影大獎亞洲電影大獎」《」《妖貓傳妖貓傳》》獲最多提名獲最多提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陳
豪（阿Mo）、李佳芯（Ali）、森美
在無綫劇集《誇世代》中有段三角
關係，三人昨天出席腕錶活動時，

阿Mo便上演一幕「左右逢源」場
面，場面搞笑。他除獲太太力撐是
視帝外，亦得到劇中老婆李佳芯的
一票，阿Mo笑言若然得獎，便要多
謝「戲裡戲外」兩位老婆了！
阿Mo和森美劇中有段「Hehe」
情，另邊廂和Ali演夫妻，活動上三
人碰頭合照。鬼馬的森美硬把阿Mo
夾在中間，以享「左右逢源」滋味，
又乘機撫摸其臂彎肌肉，阿Mo以一
個「不屑」眼神回敬，狀甚惹笑。
Ali笑謂：「以為講我左右逢源，

原來你企中間。」阿Mo笑答：「都
說是一夥人，大家一起拍了50集，
好有默契。這個組合很難得，難得
這樣開心，感情深厚，大結局將
至，真的別有一番味道。」《誇》
劇今晚便大結局，會否不捨得？阿
Mo坦言：「一直都是多產型，一個
劇完結便是另一劇開始，不會有完
結出現。反而今次多了一班朋友，
大家關係緊密了，會約一齊見
面。」他們有個共同群組，兩人已
在群組為昨天生日的張繼聰送上祝

賀。至於會否幫阿聰慶祝，阿Mo
謂：「不敢講，我都想，但很忙。
群組好多人，等大家發辦安排。」

看好「三哥」跑出
阿Mo太太陳茵媺力撐老公「一定

得」奪視帝，對此他冧爆說：「老
婆一定撐我，正如我一定撐她。多
謝她，且看有無運。」Ali 都開口
撐：「劇中老婆我都撐你。」阿Mo
表示：「信心依然一樣，信心加平
常心，看今年運氣如何。自己就看
好『三哥』苗僑偉，希望他得到好
成績。」
Ali就大讚阿Mo演得好：「我看

好劇中老公（指阿Mo），我們合作
時，很多事是估計不來，這是對手
給你的衝擊。我和阿Mo拍攝時，給
了我很多衝擊和火花，所以希望他
得視帝獎。」問到想不想一齊獲
獎？Ali笑說：「會不會好貪心？」
當聽到阿Mo話「不會」，她即說好
呀；阿Mo笑言如獲獎便要多謝「兩
個老婆」。

陳豪森美李佳芯
公然上演「左右逢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近年

轉戰商界的黎美言（Winkie），昨日出
席「香港最受歡迎品牌2017品牌巡
禮」，她透露成立的舞蹈運動拳館已獲
投資者注資，預計本年內可以開館。
Winkie對自己的品牌能入圍最受歡

迎品牌感開心，笑言收到通知當晚興
奮得尖叫起來，她說：「近兩年自己
從商和讀商業課程，真的是一步一步
捱出來，那種感動非以前唱歌跳舞可

滿足到。」問到拳館的籌備情況時，
她稱已獲多個投資者支持，現已在香
港及九龍區選址，預計半年後可以開
校。「其實賺錢都是其次，最主要想
幫人減壓，因自己都試過有情緒病，
所以想有個方法幫人。」
至於幕前演出會否減少，Winkie表

示不會，因今年5月就會舉行HotCha
演唱會，要好好答謝多年來支持組合
的朋友。

黎美言開拳館 想幫人減壓

香港文匯報訊 由谷德昭執導，陳奕迅（Ea-
son）、李榮浩、李一桐主演，崔志佳、陳國坤、
劉浩龍、Chris Collins等參演的全新動作喜劇《臥
底巨星》，連日在南京、杭州、武漢及廣州謝票，
而昨天則在北京柏悅酒店舉行首映發佈會。
在活動的爆料環節，飾演功夫巨星元豹的Eason

自爆拍攝期間呷李榮浩醋，事關他是第一批加入劇
組的演員，一直受到導演谷德昭專注教做戲。但隨
着李榮浩加入，Eason直言與谷德昭的距離變遠：
「榮浩每個鏡頭都令導演笑得很開心，但我的部分
好像吃力不討好。」情緒不好，演出隨即受影響，
劇組更要停機10分鐘讓不在狀態的Eason休息，
Eason最終向導演吐心聲，覺得他「錫晒」榮浩，

看見他們有講有笑的場面，感到自己受忽略，談話
間更哭了出來。谷德昭被率直的Eason感動，連忙
解釋：「因當時Eason已入組一段時間，覺得他已
揣摩到豹哥的角色，所以才多多照顧新加入的李榮
浩。」谷德昭感謝Eason令他明白做導演應平衡兼
顧每個演員。

陳奕迅自爆 遭谷德昭李榮浩搞喊
■陳奕迅
(中)自爆
曾因李榮
浩 (左一)
而 被 冷
落。

■雖然全力在商界發
展，但黎美言不會放棄
唱歌。

■(左起)李佳芯、陳豪和森美以「左
右逢源」姿態示人。

■■王英偉博士王英偉博士((中間間條西裝中間間條西裝))指今年指今年
頒獎禮將以頒獎禮將以「「武動亞洲武動亞洲」」為主題為主題。。

■ 未能現
身的劉嘉玲
也有拍片談
及感受。

■程小東擔任今屆評審主席。

■惠英紅不介意分享演戲心得。

■韓國演員李廷鎮拒答戀情
提問。

■■張艾嘉張艾嘉((左左))憑憑《《相愛相親相愛相親》》同時角逐同時角逐
女主角和導演獎女主角和導演獎。。 劇照劇照

■ 古天樂
主演的《殺
破 狼 ． 貪
狼》力爭最
佳 動 作 電
影。

■■顏卓靈的黃綠色顏卓靈的黃綠色
露肩裙相當可人露肩裙相當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