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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吳文釗）
《第3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前晚
圓滿結束，香港九大電影公司首度聯袂於
尖沙咀一間餐廳舉行慶功宴，但由於場地
狹小，獲獎單位以及近百傳媒一同迫滿出
入通道，出爐三料影帝古天樂、影后毛舜
筠、最佳男配角姜皓文(黑仔)及最佳女配角
葉德嫻均要在人堆中穿插才能進入採訪區
接受訪問，古仔和黑仔均熱得不停印汗。
古天樂首奪金像獎最佳男主角，來到慶

功問他興奮心情是否已平復？古仔笑言自
己沒想太多，也沒預過得獎，反而看到其
他得獎嘉賓倒令自己很大感觸，更加覺得
獎不是一個人的，是所有人的付出，所以
心裡好想將香港電影做好。談到黃秋生於
台上講到香港電影的未來？古仔表示也有
留意，但認為每人都有自己表達的方法，
秋生想講出自己所想和態度，故不應評論
人家的言論。
又問到榮升影帝會否加片酬？古仔笑言
沒去想，這都是交由經理人處理。至於如
何慶祝？他則說：「要跟太多人慶祝，家
人亦都知道，下星期就是爸爸的生日，到

時一起慶祝。」問到下個目標會否想重出
樂壇爭獎，還是結婚生仔？古仔即笑
說：「下個目標是做好想做的事，而且每
刻都有想做的事，能做好自己每日的事情
已經好開心，但現在就最想回家睡一覺，
因為明日亦要開工。」是否覺得可以鬆一
口氣？他說：「是不負眾望！」

黑仔自爆常拿太太做出氣袋
姜皓文憑《拆彈專家》首度勇奪金像獎

最佳男配角獎，慶功宴上被問是否其心水
作品獲獎？黑仔表示《拆》做個有型警
探，另一部提名的《大樂師．為愛配樂》
角色變化較大也多人喜歡，故亦有朋友替
他擔心會分薄票數：「但鄭中基跟我說有
兩部提名威水了先，我一直抱平常心，也
是頒獎禮前幾日才緊張！」
談及他在台上忘記了答謝太太，現得獎

會否再買樓給太太作獎勵？黑仔笑說：
「未知呀，搵食艱難，我其實經常都有獎
勵她！」黑仔又自爆回家常拿太太做出氣
袋，現是否應倒轉給她來出氣？黑仔直
言：「歡迎，一直是她就我，尤其知我火

爆，就收埋好多事情不講，傾電話都出花
園，我很不好意思，其實可以跟我放心去
傾！」黑仔大讚太太夠量度，不但沒生氣
他在台上沒多謝她，更反而叫他應該多答
謝曾幫過他的人：「她什麼都沒所謂，處
處為我想，從來都不想我經常口邊提
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跳水皇后」郭
晶晶昨日出席某公司保管
箱活動，更專誠把於2008
北京奧運跳水單人及雙人
項目的得獎金牌從北京運
返港存放，把奧運金牌視
之為無價寶的郭晶晶，準
備待小朋友長大一些後才
給他們觀賞，將背後故事
講解出來，好讓他們知道
面對困難後如何成功。郭
晶晶特地帶同兩面得獎奧
運金牌現身，分別是單人
項目以及跟伏明霞的雙人
項目跳水奧運金牌，之前
交由母親保管放在北京保
險箱，不會經常拿出來
看，今次特意帶回港放在
保管箱，她表示：「這是
好珍貴的重要東西，必需
好好保存，我還沒給孩子
看過，待他們長大便會告
知這兩面金牌背後的故

事，從而得知面對困難後
如何成功。」大會所得資
料金牌價值逾億，不過晶
晶揚言：「幾多錢都買不
到。」
其後她接受傳媒訪問透

露：「小朋友尚細，未是
時候把奧運金牌給他們
看，因未知當中意義。
(小朋友喜歡游水嗎？)不
太喜歡，不過哥哥(指大
仔)有去游水。(他有潛質
做運動員？) 游水是希望
鍛煉好體能，沒想得太
遠。」問她有否給囝囝看
媽咪當年參賽的游水片
段？她謂：「沒有，也沒
想過，始終年紀太細，甚
至我都沒重溫這些片段，
只希望小朋友當我是一個
普通媽咪，沒有特別，不
過哥哥有問媽咪以前幹什
麼，所以知我是跳水運動
員。」

郭晶晶育有的一子一女
分別是四歲和差不多一
歲，她也想再追多個小朋
友，會順其自然，她透
露：「細女今周生日，應
會在屋企食飯慶祝，不會
特別送她禮物，大仔應會
畫卡送給妹妹，很多事會
抱住妹妹，但有時都會呷
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
全、吳文釗）金像獎最佳女
配角葉德嫻在慶功宴上表示
吃完這餐慶祝便回家睡覺，
因晨早約了跟從美國來港的
老師學氣功。問會否計劃旅
行慶祝？她表示自己剛去過
加拿大看北極光，還有拍照
留念。提到她拍戲量不多，
但得獎命中率甚高，葉德嫻
笑說：「我也沒計算過，不
過我接戲要有適合和信服的
劇本，都是嚴肅一點，科

幻、鬼片不會選，喜劇也不
可是鬧劇。」
葉德嫻坦言想演反映女性

問題的電影，像東南亞及非
洲貧窮地方仍存在不少女性
問題，之前她看到過一段紀
錄片，亦有留言希望像蓋茨
般聰明又有能力的人幫助拯
救這些可憐的婦孺，想呼籲
更多人去關注，問有否找劉
德華投資開拍這題材？她表
示跟華仔從沒傾談這些事
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吳文釗）出爐影后毛舜筠
去到慶功宴時心情仍很興奮，
而她還未有時間看手機，沒機
會向老公區丁平報喜，但相信
老公已知道好消息，加上他素
來夜睡，應等到她回家分享其
喜悅。毛毛指女兒特別陪她出
席頒獎禮給予支持好開心，女

兒也說為她感到驕傲，毛毛坦
言能夠獲獎感覺好圓滿：「作
為一個演員，自己入行42年，
十年前得過女配角，現再得女
主角，真的好滿足，其實阿仔
（凌文龍）得獎時我已經想喊
好滿足，因他的路可以好行一
點，所以自己有沒有獎也不緊
要，但他叫我一定要拿到
獎。」另對於黃秋生指未來可
能沒有香港電影的言論，毛毛
表示沒有聽到，因自己早已在
遊魂。
毛毛昨日已動身去日本旅

行，她表示本來打算輸了便旅
行玩餐飽，現在則變成慶祝的
節目，且回來後她會以法國藍
帶廚師身份大宴投她一票的親
朋好友，會七日七夜其家中大
門會為大家打開，吃她拿手的
法式叉燒、威靈頓牛及飲靚
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陳凱琳
（Grace）、江若琳、田蕊妮（阿田）
昨日出席化妝品牌活動，Grace見到準
新娘江若琳時密密斟，似是為自己將來
婚禮取經，但Grace否認其事，笑言只
是想關心一下對方婚禮。
陳凱琳被問到是否向江若琳取經？她

解釋：「我們是第一次見面，本身是認
識Oscar（蕭潤邦）都有關心對方婚禮
籌備情況，其實主要是想認識一下江若
琳，我知他們婚期是12月23日，亦有
問她選好婚紗沒有，女孩子通常話題離
不開扮靚。」
Grace表示平日喜歡素顏示人，笑問

她素顏有否嚇襯男友，她笑說：「所以
要勤於護膚，(男友喜歡你素顏定化妝？)
視乎場合需要，出席活動會化靚妝，平
時簡單為主。」

江若琳為選婚紗煩惱
江若琳表示因婚禮在年底舉行，尚有
一段時間，暫時不會太心急，加上身邊
有不少勇士主動提出幫手，自已就未有

計劃，每日都會變，女人多數五時花六
時變，幸而有最了解自己的助手幫忙下
決定。至於選婚紗問題，她笑言有選擇
困難症，已經揀了五、六套，最終會由
造型師決定。

郭晶晶不排除再追Ｂ

密密斟似為將來婚禮取經

陳凱琳爆江若琳12．23結婚

葉德嫻想演關注女性問題片

毛舜筠日本旅行慶功

不負眾望成影帝

古天樂最想回家休息

詩詠表示劇集是以科幻愛情作包
裝，講時間的重要性這個訊息，

以及想講只要肯堅持，愛情最後都會見
到曙光。問到是否其心聲？詩詠笑言：
「都係，（見到曙光未？）離曙光好遠，
仲行緊，其實作為女性，除咗愛情仲要諗
有咩可令自己開心，搞得掂自己的思想，
搵到自己方向，都可以帶動到另一半一齊
向前行。」
談到好友古天樂前日奪得香港電影金
像獎最佳男主角，詩詠表示還未恭喜古
仔，不過之前他攞獎時已恭喜過對方，
她又讚古仔在得獎電影中演得好：「古
仔真係做得很好，佢攬屍體嗰幕好震
撼到我同觀眾。」至於她另一位好友
姜皓文奪得「最佳男配角」，詩詠
則已恭喜對方。

望爸爸可放心
阿Ben表示劇集現在播出，時間上很適合，

因他劇中角色棟仁經常要進入生命倒數三十分
鐘，而現實中爸爸身體也不是太好，進入生命
倒數階段。阿Ben透露爸爸患上癌症，跟病魔
戰鬥了很久，近日情況開始差，所以都要面
對。他坦言拍攝時又要照顧爸爸，心情難免有
點影響，但盡量不將情緒帶入工作，他又說：
「今次係拍劇以來最辛苦的一個劇，拍到眼袋
好似雞蛋咁大，聲又沙，（既要照顧父親又要
工作是否很辛苦？)心底裡較辛苦，體力反而
不大，主要都係媽咪照顧，而家我可以做到的
就係令老人家放心。」

朱朱被家中小貓抓傷
劇集主要帶出要珍惜時間的訊息，朱晨麗

直言每次看到預告片已忍不住想喊，
會回想起自己十歲已離鄉別井，到外
國讀書，與家人相處時間不多。她感觸
說：「好多時光過咗就冇得返轉頭，自
己年紀都唔細，經歷過身邊人過身，所
以更要珍惜每一秒，如果我跟劇中主角一
樣剩得三十分鐘，我會肯攬住父母一齊
過。」問到會否接父母來港住？她表示父
母在蘇州有工作，間中才會來港探她。
劇中朱朱飾演鋼管舞者，服飾較少布，

她表示參選港姐後，未試過這麼性感，而
學鋼管舞時也曾因做不到高難度動作而低
落過，但最後也努力完成，希望觀眾看
到她有少少突破。見到她手腕上有抓
痕？她表示是被家中愛貓抓傷，因日
前她從加拿大登台返港，貓貓太掛住
自己，想攬她時不小心抓傷了她。

父患癌生命倒數 袁偉豪戲如人生

唐詩詠唐詩詠自
愛情未見曙光愛情未見曙光

爆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梁 靜 儀梁 靜 儀 ）） 袁 偉 豪袁 偉 豪

（（BenBen）、）、唐詩詠唐詩詠、、朱朱

晨麗晨麗（（朱朱朱朱）、）、林子善林子善

及胡鴻鈞等及胡鴻鈞等，，昨日到尖昨日到尖

沙咀宣傳新劇沙咀宣傳新劇《《棟仁的棟仁的

時光時光》，》，活動上眾人又活動上眾人又

分組玩咖啡拉花遊戲分組玩咖啡拉花遊戲，，

胡鴻鈞更即場獻唱劇集胡鴻鈞更即場獻唱劇集

主題曲主題曲。。詩詠表示劇集詩詠表示劇集

主要帶出要珍惜時間的主要帶出要珍惜時間的

訊息訊息，，只要肯堅持只要肯堅持，，愛愛

情最後都會見到曙光情最後都會見到曙光。。

■古天樂和
姜皓文均在
影圈默默付
出多年。

■郭晶晶專誠把於2008
北京奧運跳水單人及雙人
項目的得獎金牌從北京運
返港存放。

■彭秀慧拿
下新晉導演
獎，周秀娜
替 導 演 開
心。

■■《《明月幾時有明月幾時有》》拿下最佳導演及最佳女配拿下最佳導演及最佳女配
角角，，許鞍華與葉德嫻聯同劇組慶功許鞍華與葉德嫻聯同劇組慶功。。

■毛姐有眼光，找來凌文龍演
出，雙雙攞獎。

■田蕊妮、陳凱琳、江若琳、陳倩揚各
有美態。

■■袁偉豪袁偉豪、、唐詩詠唐詩詠、、朱晨朱晨
麗麗、、林子善及胡鴻鈞等宣傳林子善及胡鴻鈞等宣傳
新劇新劇《《棟仁的時光棟仁的時光》。》。

■■林子善林子善（（中中））玩咖啡拉花遊戲玩咖啡拉花遊戲。。

■■袁偉豪袁偉豪（（左左））和唐詩和唐詩
詠表示新劇主要帶出要詠表示新劇主要帶出要
珍惜時間的訊息珍惜時間的訊息。。

■■朱晨麗回想起朱晨麗回想起
自己十歲已離鄉自己十歲已離鄉
別井別井，，到外國讀到外國讀
書與家人相處時書與家人相處時
間不多間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