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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張偉帶來的歌舞表演《陽光彩虹小白
馬》、常石磊帶來的歌曲串燒《遇見

你》、吳克群演唱的歌曲《為你寫詩》、容祖
兒壓軸登場帶來的歌舞表演《越唱越強》引來
了大學生觀眾們的熱烈回應。祖兒為電影節頒
發首個獎項－「最受歡迎男演員獎」，第一次
參與的祖兒說：「很高興可以跟大學生一同慶
賀這一個專屬於年輕人的電影盛會，剛剛在後
台已經感受到大學生們的熱情。」作為首位頒
獎嘉賓及壓軸登場，祖兒鼓勵大學生年輕不畏
懼，要勇敢追夢。

馮小剛斬獲最佳導演獎
當晚，周迅一身黑白經典搭配，輕鬆大方。

周迅在發表獲獎感言時連說三句感謝，「謝謝
你們，謝謝，真誠的感謝你們」。簡單真摯的
發言不僅感謝了大學生電影節對自己的肯定，
亦感謝了大學生們的支持，「謝謝大學生電影
節，我這一路走來受到了好多屆大學生的支
持。」還向影片中的先輩們致敬：「謝謝我們
的先輩們，只有他們我們今天才可以坐在這平
安幸福的生活着」。
馮小剛導演憑借《芳華》在大學生電影節斬

獲最佳導演獎。當天，馮小剛匆匆從《手機2》
劇組趕到頒獎現場，他感慨今年自己是從影

25周年，正好與大學生電

影節同歲，「希望自己繼續堅持現實主義創作，
一會兒就要趕回去拍戲，葛優還在等着我呢。」

李晨拿導演獎隔空向冰冰示愛
當天，李晨導演憑借導演處女作《空天
獵》，拿下「最受大學生歡迎導演獎」。他在
現場還特別感謝了影片的女主角范冰冰，並大
方表白，「這部電影從開始籌備到上映，有一
個人一直陪在我身邊，在我覺得走不下去的時
候給了我人生中最大的支持，謝謝冰冰，我愛
你！」

張震康城分享獲獎感受
人在康城出任康城影展評審的張震在康城分

享獲獎感受說：「非常開心自己的表演能夠獲
得大學生朋友們的喜愛。電影不是一個人完成
的，每一個環節都至關重要，謝謝導演路陽、
謝謝所有工作人員的付出，因為你們才能夠讓
演員在銀幕上發光發熱！」張震雖未能跟大學
生們交流互動，但這個獎項對於他確實有着特
殊的意義：「這份殊榮讓我對自己未來的表
演事業有了更多的期許，期望自己的表
演可以帶給更多觀眾朋友驚喜，
演繹出更多深入人心的
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第二十五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前晚在北京舉

行，當晚「最受大學生歡迎導演獎」授予《空天獵》導演李晨；「最佳編劇

獎」授予《相愛相親》編劇張艾嘉、游曉穎；「最受大學生歡迎影片獎」授予

影片《唐人街探案2》；「最佳男演員獎」授予《繡春刀II：修羅戰場》演員張

震；「最佳女演員獎」授予《明月幾時有》演員周迅；「最佳導演獎」授予

《芳華》導演馮小剛；「最佳影片獎」授予影片《紅海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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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41歲台灣女星徐熙媛
（大S）承認因胚胎發育不全，決定在懷
孕未夠三個月的情況下「終止懷孕」第
三胎。
大S昨日透過工作室發出聲明表示日前

經由媒體披露大S(徐熙媛)懷第三胎的消
息，熙媛在第一時間並未即刻回應，後
經媒體持續關心，熙媛透過聲明坦承懷
了第三胎，也直言不諱這次懷胎的心態
「隨緣」。當時並未透露在產檢時，婦
產科醫師已經發現這個胚胎發育速度較
慢，必須持續密切觀察。
聲明寫上：「熙媛與小菲（大S丈夫汪

小菲）這段期間日夜祈禱，希望奇迹出
現，可惜日前產檢時，醫生表示始終無
法偵測到胚胎心跳，確定胚胎『發育不
全』，夫妻兩人與家人討論後，決定接
受醫師專業的建議，終止懷孕。在家人
悉心照顧之下，熙媛身體已經復原。熙
媛表示，目前心情逐漸平靜，也知道外
界對她與家人的關心與祝福，因此希望
向所有關心她身體健康的朋友們進行以
上說明，也請大家放心。熙媛強調，雖
然跟這個孩子的緣分很短，卻讓她體會
到很多，她相信好好珍惜此刻全家人在
一起的溫暖時光，就是幸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
慶全）唱作人陳詠謙昨日
到電台宣傳新歌《放工
未》，他笑言這首歌是每
個香港人也寫得出返工的
怨言，而今次他則以中學
同學作藍本，都是那些30
出頭，搵到錢卻買不到
樓，每日營役返工等放
工，去識妹妹又無人理，
所以這歌是沒大道理單純
發洩，希望大家聽完會開

心覺得有娛樂性，他也首
次嘗試rap了一部分。
陳詠謙又透露今次新歌

亦邀得六位男同學來幫手唱
和音，他們職業分別是當律
師、會計師及紀律部隊，雖
然沒給酬勞，但大家也唱得
好開心。問同學們是否都羨
慕他？陳詠謙笑說：「我只
是工作時間無限制，其實初
入行時我都好窮搵不到錢，
試過坐在村中的士多寫歌，

阿姐就送白粥加腐乳，我就
幫她的兒子補英文！」現是
否可吃得好一點？他笑指跟
老婆慶祝就會食好一點，否
則平日也是「茶記」，而且
生了仔有錢也不敢亂花，他
表示兒子現一歲半開始好
玩，常嚷着要他陪玩。

陳詠謙有錢不敢亂花

香港文匯報訊 莫文蔚
（Karen）最新單曲首度攜
手當紅炸子雞華晨宇（花
花），由花花為她量身訂
做譜曲。Karen與華晨宇
的相遇，源自於兩人一同
參與音樂類選秀節目《天
籟之戰》，一開始她對這
個年輕的孩子了解不多，
只知道他是個人氣很旺的
快紅新聲代，但隨着在節
目進行中，花花一次又一
次散發獨特的光芒，不但
吸引了眾人，更讓莫文蔚
為之驚艷，「這小子的音

樂能量無可限量！」而私
底下兩個認真又不做作的
人，在經過節目第一季3個
月的相處後，自然也成了
會談天說地的好朋友。當
第二季兩人再度合作時，
Karen也開始籌備慶祝25
周年的新作品，非常欣賞
華晨宇的她，第一時間就
鎖定向他邀歌。沒想到的
是，Karen才一開口，花
花竟靦腆地說：「其實早
在認識你之前，我就已經
寫好了一首demo叫做『莫
文蔚』，現在終於可以交

給妳唱了！」連Karen都
直呼這緣分實在太不可思
議！

香港文匯報訊 顏子菲早前往越南
峴港主持晚宴，難得來到這美麗的度
假勝地峴港，當然要去當地「世界六
大美麗海灘」之一的美溪海灘(My
Khe Beach)留倩影。子菲很喜歡熱帶
氣候，更喜歡曬一身古銅色的肌膚，
健康又性感。子菲熱愛水上活動，
更希望自己設計泳衣，她說： 「我
覺得泳衣可以展現女性的健康美，好
希望自己有機會做泳衣品牌的代言，
最好可以自己有份參與設計，一手包
辦宣傳代言、模特兒，去好靚的海灘
拍攝廣告，這絕對是自己的心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菊梓喬（Hana）昨日到
電台為自己一手包辦作曲、填
詞、主唱的新歌《回到以前》
宣傳，這是她繼兩年前的《六
歲》後再度寫歌，更獲被揀為
無綫劇集《棟仁的時光》片尾
曲，令她對創作信心大增。
Hana笑謂：「新歌成為劇
集片尾曲覺得好勁，增強不少
力量，夠膽創作更多類型歌
曲。信心增加不少，如果有機
會希望可以寫歌給同門師兄師
姐，自己以前較自私，只會寫
給自己，現時很多寫給人，最

想寫給我欣賞的容祖兒和張敬
軒，或者等我再磨刀幾年
先。」
Hana透露《回到以前》一
曲是取自朋友的真實愛情故
事，通常女生都希望回到拍
拖時的甜蜜時光，所以藉着
這首歌送給一些經常失戀的
朋友。她又指早前到內地舉
行簽唱會，反應不錯，下一
步希望到星馬泰、溫哥華搞
簽唱會，她笑言內心一團火
燒到砰砰聲，因覺今年不再
是新人，要更努力鞏固自
己，站穩位置。

大S宣佈終止懷孕

香港文匯報訊 之前Twins的蔡
卓妍（阿Sa）同鍾欣潼（阿嬌）各
有各忙，踏入五月二人再次合體，
日前她們為EP《花約》於成都舉行
簽售會，下星期就會飛美加舉行
LOL巡迴演唱會。
簽售會當日，阿Sa以一件一字膊
的花花上衣現身，跟EP主題非常配
合，而阿嬌就以一件簡約的白色恤
衫上陣。活動上，簽碟合照是指定
動作，當然亦有同Fans互動的環
節。當中有一位由杭州趕來的媽媽
Fans，她更帶同她六歲的女兒到

來，當女兒跟Twins 在台上聊天
時，女兒便說：「我未出世、喺媽
咪個肚入面的時候已經鍾意你哋㗎
啦！」原來「細細個已經聽你的
歌」這句已經 out 咗，現在要說
「未出世」才行，不過這也逗得
Twins很開心。
隨後，大會司儀問她們對成都的

印象時，阿嬌說：「成都的朋友真
係好熱情，我們啱啱落機就有好多
歌迷來接機。」而阿Sa就對成都美
食念念不忘，「成都有好多好嘢
食，我特別鍾意打邊爐。」

Twins愛成都美食
菊梓喬想寫歌贈祖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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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文蔚華晨宇惺惺相惜

■■陳詠謙陳詠謙

■■李晨大聲表白范冰冰三個李晨大聲表白范冰冰三個
字字，「，「我愛你我愛你」」甜爆了甜爆了。。 ■■北京大學生電影節完滿閉幕北京大學生電影節完滿閉幕。。

■容祖兒壓軸登場
北京大學生電影節表
演。

■導演馮小剛在《手機2》的拍戲
間隙到達電影節現場領獎。

■Twins成都合體，6歲fans說：「未出世已經鍾意你
們。」

■■《《紅海行動紅海行動》》獲得最佳影片獲得最佳影片，，出品人于冬出品人于冬、、導演林超賢及主演杜江登台領獎導演林超賢及主演杜江登台領獎。。

■■周迅喜獲大周迅喜獲大
學生電影節最學生電影節最
佳女演員獎連佳女演員獎連
道三聲感謝道三聲感謝。。

■■菊梓喬菊梓喬

■■華晨宇華晨宇 ■■莫文蔚莫文蔚

■大S夫妻兩
人與家人討
論後，決定
接受醫師專
業的建議，
終止懷孕。

■大S透過工
作室發出聲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