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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佛山，成龍也為這個「武術
之城」不斷吆喝。成龍表示，
自己的很多電影都和佛山有關，這
是一個電影題材豐富的城市。隨後
更是用粵語親切地向守候在場外的
佛山影迷大聲問好，這一親和的舉
動贏得現場掌聲陣陣。

杜江贏最佳男配角獎
吳京帶領的《戰狼 2》劇組，主創
們全體黑色西裝出席，成為紅毯行
走的「荷爾蒙」。作為本屆電影節
的代言人，吳京近日更是憑借自己
的海報照片成為話題人物。原來，
近日內地網友熱議，吳京對外的海
報和宣傳照片都是同一張。對於
「一張硬照走天下」，吳京更開心
大呼：「我是最大贏家。」
以全劇組陣容出席的《紅海行
動》，也掀起了紅毯的最高潮。被
外界看好的「最大贏家」林超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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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這次集結大家一起前來，過去 3
年的拍攝積累了深厚的情感，也希
望這個團隊能夠繼續合作下去。本
次電影節最佳男配獲得者杜江表
示，這是一個讓人感到自豪的劇
組，希望今天前來的夥伴們都可以
獲得好成績。作為最佳新人提名的
黃景瑜透露，《紅海行動》作為自
己的第一部電影，就可以獲得提名
來到百花獎，本身就已經勝利了。
海清則為劇組吆喝說，這次《紅海
行動》獲得電影節的 8 個提名，也是
林超賢導演的大勝利。

周冬雨馬思純姐妹情深
紅毯現場，《七月與安生》也再次
讓曾國祥、周冬雨、馬思純集結一
起，戲外姐妹情深的周冬雨和馬思純
此次也是有備而來，被問到最佳女主
角這個獎項時，姐妹倆更是異口同聲
表示：「我得就是她得」。

直至截稿時，最佳男配角作
為首個揭曉的獎項，《紅海行
動》杜江跟《戰狼 2》張翰作為
該獎項的最強選手，最後獎項花
落《紅海行動》杜江。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電影節紅
毯吸引了包括翟俊傑、張良、宋
曉英等老一輩電影人以及孫淳、
錢嘉樂、王雨甜、杜宇航等中青
年演員前來參加。
金雞百花電影節自 1992 年創
辦以來，已經成功舉行了26屆。
為期 4 天的本屆金雞百花電影
節，由佛山籌拍的電影《夢想之
城》作為開幕影片。
值得留意的是，今年是百花獎
的頒獎年份。大眾電影百花獎是
1962 年創立的，從 2005 年開始，電
影金雞獎和大眾電影百花獎隔年輪
流舉辦，今年舉辦的是第 34 屆大眾
電影百花獎的評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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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雞百花電影節紅毯現場，「黃
曉明這麼親和」，成為場外影迷們最
津津樂道和捕捉的畫面。
從出場，黃曉明就一路和紅毯外的
影迷粉絲擊掌問好，是本次紅毯距離
影迷最近的藝人。在採訪環節，黃曉
明更是為本次電影節不斷發聲助力。
黃曉明說，因為《中國合夥人》裡程
冬青一角，自己也曾經在金雞百花電
影節的舞台上獲得過鼓勵，這次作
為觀眾前來助力電影節，也會為提
名的藝人朋友們開心和緊張。而
緊隨其後的趙薇一現身，就引
來不少場外觀眾大呼「小燕
子」。談及金雞百花電影節，
趙薇坦言，自己出道以來，金
雞百花獎一路見證了自己的成
長，也一直驅動演員們不斷尋
求突破。

穿上白色
長裙的江
疏影優雅
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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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不夠一個月
展鵬宣佈將為人父
膽固醇超標勤運動
香港文匯報訊 鄧紫棋（G.E.
鄧健泓笑言家有惡妻
M.）原定於上月18日發佈新歌

■拼字圖顯示「baby is
coming」。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陳展鵬和單文柔上
月正式拉埋天窗兼別開生面於遊艇上
註冊簽紙。新婚不夠一個月，陳生陳
太已經報喜，宣佈明年豬年喜迎「豬
BB」，恭喜恭喜！
展鵬與單文柔在社交平台貼出「baby is coming」拼字圖宣佈喜訊，並拼
出二人英文名，又有用上婚戒代替
「O」字，相當花心思。展鵬開心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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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道：「2018 年真是一個難忘的年
份，我又再多咗一個身份啦！期待你
嘅來臨。」至於單文柔為 BB 改花名
「小豬比」，她留言：「期待小豬比
的來臨。」
將為人父人母的陳展鵬、單文柔回
覆傳媒表示：「我們很開心，期待小
生命的來臨，多謝大家的關心和祝
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
鄧健泓、張建聲、程芷渝、張柏
文等人昨日出席電影《幕後主
腦》發佈會，被老婆踢爆膽固醇
過高的鄧健泓，笑言婚後一直努
力工作，因為家有惡妻而要賺錢
養家，雖然膽固醇過高，但無礙
他們造人大計，他笑道：「我當
然勁，現在年紀漸漸長大，每年
都會做身體檢查，膽固醇是超標
2 度，所以都有多做運動，最近
都已經有回落。」鄧健泓稱發現
自己身體有問題後，想到將來剩
低老婆一個人怎算好，隨即就將
保險加碼保障未來。
張建聲早前到菲律賓拍廣告，
第一次自編自導自演兼要潛水，
笑問他酬勞是否領三份人工？他
說：「價錢合理吧，我都將一半
分給工作人員，因為大家都有份
出力。」提到早前被拍到與舊愛
陳嘉莉同遊曼谷，張建聲直認是

程芷渝

鄧健泓

一齊去旅行，但否認復合，並
說：「我們是一齊返……香港，
給我們一些空間，我們都有共識
事業行先，將來養家都是靠男
人，我不想再亂晒籠，因為個人
情緒問題發生很多事，倒不如先
靜下來。」

《 那 一 夜 》 MV， 不 過 原 版
MV 的製作未如理想，最終為
提高質素決定延期推出，並拉
大隊遠赴台灣重拍。為了答謝
苦 候 多 時 的 歌 迷 們 ， G.E.M.
今次在新版《那》MV 中使盡
渾身解數，不單是包辦曲詞，
更是入行十年來首次兼任 MV
監製、導演及演員。
今次 MV 可說是激發了 G.E.
M. 的演戲細胞，劇情講述她被
困在全白色的「瘋人院」內，
她的行為怪異、舉止失常，赤
腳在房間內趴地、自掐脖子，
更徒手拆爛鐵絲網自殘。
為 了 演 活 這 個 角 色 ， G.E.
M. 每 天 在 家 中 反 覆 自 拍 練
戲，更試過在飛機上「發
癲」，實行「瘋」上雲霄：
「除咗用好多時間喺屋企練習
外，我試過有次搭飛機時練
戲，當時我揣摩緊呢個癲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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嘅角色要點樣表達，喺飛機上
做出好多奇怪動作。當然我環
視過側面冇人先敢做，不過都
會諗如果有空姐咁啱見到，佢
哋會唔會以為我真係癲嘅
呢？」
唱而優則演的 G.E.M. 坦言
對演戲有興趣，不過她本身有
「演戲恐懼症」，曾試過因太
投入角色而崩潰喪喊：「我記
得拍《多遠都要在一起》MV
時，劇情講到我要同男主角分
開，因為我太投入，第二日仲
未抽離到角色係咁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