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孖錢嘉樂陳光榮
赴韓為港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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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第2屆中

韓國際電影節」前晚於首爾

奧林匹克公園奧林匹克中

心舉行，紅地氈雲集不少中

韓藝人，包括韓國天團Big

Bang成員勝利、韓國男歌手

SE7EN 以及演員組合 SUR-

PRISE U等，星光熠熠！香港電影

《黃金兄弟》為港爭光，男主角之一的

鄭伊健獲「最受歡迎男人氣明星

獎」、導演錢嘉樂奪得「最佳動

作導演獎」、電影音樂總

監陳光榮奪得「OST

獎」，為這部電影

一次過拿到三

個獎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姜皓文（黑
仔）在電影《翠絲》中，與惠英紅結婚多年後
決意去做變性人，他坦言本身對跨性別人士
一無所知，在缺乏信心演出下，他先跟十
幾位跨性別人士攀談搜集資料，黑仔還表
示讀書年代他有份欺負的「女人型」男
同學，到長大後有次在港鐵站重遇，
對方已是一位靚女，「她」會為自己
重生而驕傲，回想起來，也給了他動
力和信心去接演這個角色。
黑仔為演「翠絲」，要模仿女
生舉動，會「蹺腳」又捲縮身
軀、去做纖腿療程敷面膜、又穿
女性內衣和絲質睡袍、把毛髮剃
光做真女人，但太太金慧英看
自己變得女性化，黑仔說：「她
最擔心我情緒波動大怕我抽離不
到！」他還記得跟惠英紅拍罷
「攤牌」要去變性的一場戲，即
躲在洗手間哭了一小時，把抑壓全
哭了出來，所以看《翠絲》不是要
看他如何去扮女人，主要是看這對夫
婦如何面對抑壓多年的問題。
黑仔坦言重提「翠絲」這角色，至今

尚有餘悸和陰影，但也成為了其代表作。
提到戲中首次跟台灣男演員親吻，他笑言
由於對方有鬚根感覺有點刺，但嗅到陣陣的
古龍水及煙味，以女性心態又好想被對方攬
來保護。而今次《翠絲》的突破能否為他帶來
獎項，黑仔則沒特別去想，畢竟電影題材冷
門，有回響已覺很難得。

惠英紅覺拍喜劇難拿獎
惠英紅憑《翠絲》第4次獲提
名金馬最佳女配角，她謙
稱：「其實我有點驚，對
手都好過我，她們太
強，我參加就可以
了，雖然不少
人問為何不
報 女 主

角？主要是戲份不夠，只集中幾場戲，報女配
角機會會大一點！」
對於黑仔這樣man的去演變性人，肌肉硬令

他有阻礙，真實的變性人要服用大量荷爾蒙燃
燒肌肉，不過他真的演得很好。紅姐說：「黑
仔在蘭桂坊的一場，那種姣、那種媚，真的會
令你想『嗒』了他，這我也是做不到！」紅姐
於戲中演一個保守又愛面子的女人，絕不接受
老公變為「姊妹」，她坦言今次能拿捏到角色
沒壓力下演出，不過有場她用手挑逗黑仔被他
甩開描述夫妻之間已沒親密關係的戲，最終給
導演剪掉，可能是不想劇情講得太白。
影后紅姐曾橫掃各大影展獲獎，但她仍覺得

拍喜劇拿獎最難：「每個觀眾笑點也不同，香
港也是吳君如才有那種魅力，近這10年也沒有
人找我拍喜劇，可能社會氣氛都不好笑，自然
拍都無心情，如果一個地方成日拍悲劇，個社
會一定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陳瀅昨日在鑽石山荷里活
廣場出席頭髮乾洗產品活動。身為女神的陳
瀅原來不喜歡洗頭，她表示昨早出席活動前
洗了頭，但再對上一次洗頭已經是六日前，
陳瀅笑言現時忙於拍攝劇集《廉政行動
2019》與《黃金有罪》，已經冇時間休息，
所以會放棄洗頭，沖涼可以好快，2分鐘搞
掂，但係洗完頭又要吹頭，要半個鐘頭以上
先可以瞓到覺，所以情願瞓多些。她又指今
年聖誕未能返溫哥華過節，希望明年一月能
回去探望家人。
陳瀅透露最高紀錄是冬天到莫斯科拍攝節

目時十多天沒有洗頭，因當地天寒地凍不會
「黐立立」，平時也平均三日洗一次頭，她
笑說：「自己唔係油性頭髮，咁樣可以保持
住頭髮嘅天然油分，唔會令頭髮好乾，對我
嚟講係適合。」問到經常不洗頭會否嚇親男
士？陳瀅笑說：「男仔唔知的，但係有次影
相，蔡思貝企喺我後邊聞到有陣味，佢問
『陳瀅你幾耐冇洗頭』，嗰張相影出來，思
貝個樣都怪怪哋。」

惠英紅：Outfit by LAVIN／Styled by @
pipa.creative／場地：香港銅鑼灣皇冠假日酒店

姜皓文：服裝：@
PoloRalphLauren #Polo／髮型：

Jove Shek@
La Môd Salon／化妝：

Herrylaiming Make-Up／場地：香港九龍貝爾特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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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齊齊行紅地
毯，一落車就被兩旁

fans 以尖叫聲夾道歡
迎，非常熱鬧。伊健透露大

約十年前手機還未盛行時，他
已是當地手機品牌第一代型號的

代言人，早與韓國結緣。他上台領獎
時，以韓語打招呼，然後以普通話致謝
詞：「相信今年我得到這個獎項，是因為
電影《黃金兄弟》的成功，謝謝電影團隊
和大家支持。今天天氣很好，韓國的風景

很美。」台下報以熱烈
獎聲。而電影音樂監製陳光榮

領獎時就多謝家人和工作夥伴，原來他
曾與韓星SE7EN合作錄廣告歌，與韓國
早有緣分。

《黃金兄弟》劇本初稿首爾炮製
導演錢嘉樂透露《黃金兄弟》電影劇

本初稿，是他和監製曾志偉在首爾炮
製，想不到這部電影的第一個獎項也在
首爾奪得，感覺很奇妙和開心。他上台
領獎時以韓語打招呼和自我介紹，雖然
不流利，但台下觀眾以掌聲支持，他以
普通話致謝詞：「感謝大會頒這個獎項給
我，對我有很大鼓勵，謝謝電影團隊，還
有成龍大哥投資和支持。」最後再以韓語

說「多謝」。
其後三人接受訪問時，錢導演表示感

謝大會對動作電影導演的重視，他還拍
一拍身旁伊健，笑說：「希望我的兄弟
願意繼續拍我的動作片，唔怕受傷。」
他又指陳光榮是《黃金兄弟》鏡頭外的
第六個兄弟，說：「我在伊健演唱會裡
發現佢同陳光榮男人之間的愛，合作
『歲月友情演唱會』後就更加肯定陳光
榮好了解我五兄弟、好愛我們，所以我
同曾志偉講電影配樂一定要搵佢做，我
果然好有眼光！」最近電影原聲唱片推
出，反應熱烈，伊健表示今次除了將電
影帶到韓國，唱片原聲碟亦在當地上
架，可透過實體碟和網上音樂平台延續
電影的情懷。伊健說：「我們幾兄弟一
齊唱歌、開演唱會、拍電影、出原聲
碟，現在攞埋獎，真是好圓滿。」

姜皓文演「翠絲」有陰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泳兒、張文慈、陳法蓉等昨日出席髮
型活動，泳兒的髮型師男友將會在台上
示範整頭，故此，泳兒專登前來支持，平時
其男友慣常在台下欣賞她表演，這趟兩人會倒
轉身份，泳兒變了席上觀眾。
她笑說：「平日男友好得戚捉我錯處，好似之前我

在內地演出因睡眠不足，唱歌時被他發現有一粒音失準，
事後給他取笑，今次輪到他on show，而且他甚少面對鏡
頭，在眾目睽睽的目光下，會很緊張，所以我會選一個他看不
到我的座位，免得他見到我時更加緊張。」問她有否「彈」男友整
出來的髮型，她笑說：「唔敢，我在他手上，我成日剪髮都要排大
隊，他很專業，不會在家幫我剪髮，而且家中已有兩頭小狗的狗毛，再加
埋我的毛髮便不敢想像。」
張文慈在新劇《解決師》中飾演高級人員，需有很高智慧，很多時都要讀
五、六頁對白，記對白太多下，搞到近日長出多條白髮，也要好好護膚了。說
到她在《跳躍生命線》一劇的表現大受好評，文慈透露：「據知我有份提名，
但未知角逐哪個項目，總之有機會提名已很開心，(《跳》劇開續集？)未有所
聞，只知監製方駿釗正忙拍《降魔的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 鍾楚紅昨晚出席聖誕亮燈活

動，她主持亮燈儀式外，並把寫下聖誕願
望的巨型慈善心鎖掛於聖誕樹上，更呼籲大
家支持慈善，而是次活動籌得之款項會
捐贈予「香港血癌基金」。
問到紅姑寫下了什麼聖誕願望？她
笑說：「寫了『Love Lots』，希望
有好多愛！」是想接受所有愛還是
畀出去？紅姑說：「當然是畀出
去，我日日都接收中，我氣場好強
勁。」紅姑表示由於自己是天主教
徒，所以每年聖誕都去子夜彌撒，
之後才會放假，旅行的話就會去遠一
點的地方。聖誕又有否準備禮物送給朋
友？她答謂：「我會以愛心捐出去，尤其

是捐給血癌基金，會以朋友的名義捐款，令更多
人受惠，畢竟現世代物質太豐盛了！」今次的酬勞也捐出

去？紅姑表示是義助，有時工作還工作，慈善的會更樂意去做。
聖誕將至，但紅姑應不會出席太多活動，她笑言怕大家見到
悶，不過聖誕是個氣氛很好的節日，可以帶給大家歡樂和宣揚
愛的信息，所以其聖誕願望也是在這溫暖和有希望的節日去傳
達愛，不只是吃喝玩樂的：「所以每逢有人問我聖誕願望，
我都會說希望人類更尊重和愛惜大自然及現有的東西！」
問又有否計劃去探訪？紅姑表示探訪比較少，覺得現在
資訊發達，很多人都有做亦有很多人會知道，其實也是
一件好事，她表示自己沒有facebook和Ig，最多都是看
一些資訊，本身沒有參與，因為自己沒什麼分享給大
家，最多也是叫大家愛惜大自然，會驚大家看到
悶。記者提議她應開網絡平台，可以分享和宣
揚愛和保護大自然，應該有不少人會響應，
紅姑即笑說：「那我開了的話，大家要

應承我，來看我的分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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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兒做觀眾睇男友台上整頭

陳瀅
平均三日洗一次頭

■■「「第第22屆中韓國際電影節屆中韓國際電影節」」前晚於首爾奧林匹克公前晚於首爾奧林匹克公
園奧林匹克中心舉行園奧林匹克中心舉行，，紅地氈雲集不少中韓藝人紅地氈雲集不少中韓藝人。。

■■韓國男歌手韓國男歌手SESE77ENEN
也是座上客也是座上客。。

■■鄭伊健台鄭伊健台
上領獎時大上領獎時大
騷韓文騷韓文。。

■■陳光榮陳光榮

■鍾楚紅同聖誕
老人合照。

■■黑仔為演黑仔為演「「翠絲翠絲」，」，要模仿女生舉動要模仿女生舉動。。

■陳瀅指最高紀錄是十
多天沒有洗頭。 ■■張文慈張文慈 ■■泳兒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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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楚紅會以朋友的名鍾楚紅會以朋友的名
義捐款給血癌基金義捐款給血癌基金。。

■惠英紅讚
黑仔演技出
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