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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第八屆北京國際電
影節 15 日晚在北京雁棲湖國
際會展中心盛大開幕，數百位
中外電影人齊聚京城，迎接屬
於中國電影的春天。當晚開幕
式上，中國影史票房冠軍《戰
狼 2》 主 演 吳 京 、 票 房 亞 軍
《紅海行動》導演林超賢和主
演張涵予、票房季軍《唐人街
探案 2》導演陳思成聯手開啟
了中國電影史上的重要一
幕——首次發佈中國電影大數
據。電影節 8 天內將展開 300
餘項活動。

第八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開幕

8 天內展開逾 300 項活動
第八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由北京
市政府、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主辦，將從 4 月 15 日持續到 4 月
22 日，包括主競賽單元「天壇
獎」評獎、北京展映、電影嘉年
華、開閉幕式等七大主體活動，
以及「注目未來」單元、科技單
元、紀錄單元、電影音樂會、新
片發佈等300餘項活動。
本屆電影節開幕式可謂星光熠
熠，除王家衛領銜舒淇、段奕宏
等其他六位「天壇獎」國際評委
出席外，中國著名演員吳京、美
國著名影視演員克洛．莫瑞茲、
泰國女演員茱蒂蒙．瓊查容蘇等
數百位中外知名電影人亮相。

王力宏編歌向中影人致敬
當晚開幕式以大型歌舞《相聚
北京》開場，對到場的中外嘉賓
致以謝意和敬意。隨後，著名歌
手王力宏與譚門第七代傳人、青
年京劇演員譚正巖聯袂演唱了以
京劇大師譚鑫培於 1905 年主演的
中國第一部電影為核心創意，王
力宏親自編創的歌曲《龍的傳
人》，以跨界合作的形式向中國
電影和電影人致敬。
此外，開幕式上，莫文蔚帶來
了唱與演的完美融合，將三首經
典歌曲《如初之光》、《一生所
愛》、《夜空中最亮的星》全新
改編，打造成電影主題音樂劇
《時光之城》；張衛健
帶來的大型功夫秀
《真英雄》，帶現場
觀眾重溫了中國功夫
在熒幕藝術中的獨特魅
力。
最後，幾位中國電
影的「真英雄」將登
台亮相，中國影史票
房冠軍《戰狼2》主演
吳京、票房亞軍《紅海

行動》導演林超賢和主演張涵
予、票房季軍《唐人街探案 2》
導演陳思成將聯手開啟中國電影
史上的重要一幕——首次發佈中
國電影大數據。

《紅海》入圍競逐天壇獎
《紅海行動》成為 15 齣入圍競
逐天壇獎的佳作之一，出品人楊
受成偕導演林超賢、監製梁鳳
英，以及主角張涵予、黃景瑜、
杜江、尹昉、蔣璐霞、王強一同
亮相。能接連榮獲 3 大影展的肯
定，林導演心情相當興奮：「很
高興《紅海行動》能獲多個影展
評審的垂青，要拍到一齣得到全
世界觀眾認同，又在票房與獎項
同時雙贏的電影殊不容易，寄望
《紅海》可以走得更遠。」
此外，談及新片《緊急救援》
（暫名）的籌備進度，林超賢稱
已和奧斯卡金像攝影師鮑德熹會
面，預算約為 5 億元人民幣，楊
受成對林導抱有信心，揚言不用
擔心成本問題。

■ 吳京執導的《戰狼 2》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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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毯群星璀璨
佟麗婭性感鬥舒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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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華仔上台和阿米爾汗同台，兩人
見面即擁抱握手和合照，問到有否
欣賞過對方電影？華仔坦言：「知
道大家要同台，有看回他以前演
出， 大家都講印度有個華仔的人，
我想講他入行早過我，大家應該叫
我『香港Aamir』。」阿米爾汗表
示：「因我1973年還是小朋友便
開始拍戲，很驕傲被叫『印度劉德
華』。」他最欣賞華仔演出《 無間
道》，華仔就最鍾意阿米爾汗主演
《來自星星的PK》。
兩人受訪時，異口同聲覺得相
似，華仔笑指大家都是靚仔，阿米
爾汗認為眼神最似，華仔認同話都
是充滿善意。他們都希望有合作機
會，阿米爾汗期待遇到有質素劇

姐就說：「冇，佢好乖，連夏雨
哥都冇爆肚，好乖，覺得好奇
怪。」夏雨就「投訴」米雪好麻
煩：「佢同關菊英要我跟足劇
本，講漏一個字都唔得，司棋姐
就好啲，知我意思都得，有時做
live 個腦會有幾秒空白，兜得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舒淇、莫文蔚、
余文樂、吳京、吳克群、科洛．莫瑞茲等來自國內外的百
餘位影人在開閉幕紅毯上一一亮相。其中，本屆北影節
「天壇獎」評委會成員舒淇成為當日紅毯焦點。
當晚舒淇「真空」亮相紅毯儀式，與其餘 6 位北影節
「天壇獎」評委會成員共同亮相。除舒淇外，選擇了淺藍
色低胸露背禮服亮相的佟麗婭亦驚艷全場，當日佟麗婭隨
徐崢監製的奇幻愛情電影《超時空同居》劇組亮相。一身
黑色禮服的杜鵑恐怕會是當日紅毯上最「冷艷」一位，模
特出身的她顯得氣質格外出眾。作為演員，這次杜鵑隨霍
建起導演新片《如影隨心》劇組驚艷亮相。
紅毯也少不了帥氣「男神」，擁有超高人氣的余文樂，
一經亮相即引得現場影迷尖叫連連。樂仔受訪時透露，目
前正在拍攝一部特技電影。

■佟麗婭
佟麗婭((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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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ky 公開答謝戴夢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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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華仔表示：「我們在後台交
談，知道對方正拍攝一部海盜題材
古裝片，我就忙於籌備演唱會，希
望之後會有合作機會。」說到兩人
合作唱歌，阿米爾汗即說：「我唱
歌不太好聽，可以在後面幫手伴
舞，（會否邀請華仔去印度？）會
呀。」華仔笑言：「我可以到印度
開騷，可以一齊做騷是最好不
過。」阿米爾汗再補充說：「可以
幫華仔伴舞做backup。」

夏雨
「投訴」
米雪好麻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夏雨、李司棋、米雪及阮兆祥
（祥仔）昨日到馬鞍山出席舞台
劇《秘密》見面會。
該劇本月底公演五場，米雪表
示已綵排得如火如荼。問到綵排
時祥仔可有即興「爆肚」？司棋

■張衛健會為電影節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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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華」碰頭 阿米爾汗自薦為華仔伴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被譽為「印度劉德華」的印度影星
阿米爾汗（Aamir Khan）聯同少
女演員薩伊拉華森（Zaira Wasim）來港，為合演印度勵志片
《打死不離歌星夢》宣傳，更與劉
德華聯手為慈善出力，把特別場的
票房全數撥入劉德華慈善基金會作
慈善用途。「雙華」 現身，吸引近
千粉絲企滿商場，當中亦有印度粉
絲。
大會安排三位主角出場時即引來
一陣起哄聲，三人先多角度給大家
拍照，又向現場粉絲揮手，隨後兩
位電影男、女主角先上台，阿米爾
汗稱讚薩伊拉華森有演戲天分，角
色跟上次很不同，具有挑戰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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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雪
米雪、
、夏雨
夏雨、
、李司棋
咪得囉。」他自言不知正式演出
時會否「爆肚」，米雪聞言即叫
唔好，因她怕忍唔到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思穎）一連兩場《太極交
響狂熱演唱會》前晚在紅
館順利完成，邀得許志安
擔任表演嘉賓，安仔在台
上和太極合唱《Remember Me》。
尾段時，鼓手朱翰博
（Ricky）獨唱《和太極一
起走過的日子》，他講出
一番感性說話要多謝一位

朋友，雖然沒有開名，但
大家估計他口中的朋友便
是女友戴夢夢，他表示：
「之前屋企發生好多事，
令我有好多改變，好多謝
一位朋友，這幾年來對我
不離不棄，非常照顧我，
喺度好想多謝佢，邊個朋
友大家會明！」
完騷後，問到 Ricky 是
否向戴夢夢表白？他害羞

■許志安擔任太極騷表演嘉賓
許志安擔任太極騷表演嘉賓。
。
說：「朋友嚟㗎嘛！其中
一個朋友囉，唔好咁明
顯，好肉酸，好多人都好

照顧我，（頭一晚沒講，
是否被人鬧完先講？）之
前已經鬧。」

坤哥預工作中過生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吳業坤（坤哥）昨日到
馬鞍山出席《牛仔音樂派
對》，將於今個月 18 日 28
歲生日的坤
哥，一身紅
噹噹打扮現
身，除了跟
粉絲玩遊戲
親手餵食薯
片外，又跟
一班前來的
粉絲影大合
照。問到生

日會如何慶祝？坤哥表示生
日要在工作中度過，希望到
時有人會跟他慶祝，至於生
日願望就是唱劇集主題曲。
■5 位四月壽星切蛋糕
位四月壽星切蛋糕。
。

四月壽星志偉成龍慶生
■吳業坤

香港文匯報訊 前日是曾志偉 65 歲生日，
他與過百位圈中好友開 P 熱鬧慶祝。當晚成
龍都有到場，同為四月之星的他更與志偉、
衛蘭、衛詩及樂隊Killer Soap主音陳樂基幾
位壽星齊切生日蛋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