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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超賢
林超賢((左)憑《紅海行動
紅海行動》
》獲優秀導演獎。

香港文匯報訊

■黃曉明同惠英紅一起宣佈
最佳女主角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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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渤
黃渤、
、李冰冰等任華表獎司儀
李冰冰等任華表獎司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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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京多謝入
行初袁和平導
演的教導。

第 17 屆中國電影華表獎頒獎典禮前晚在北京「水立方」舉行。吳京憑借在《戰

狼 2》中的精彩表現獲得了優秀男演員，加上此前的百花獎最佳男主角，吳京斬獲雙料影帝；優秀
女演員則由陳瑾獲得。林超賢獲得了優秀導演獎。《戰狼 2》、《十八洞村》、《湄公河行動》、
《大魚海棠》等 10 部影片摘得優秀故事片獎。吳京說：「感謝國家和時代，給予電影人成就，這是
沉甸甸的獎盃，我誠惶誠恐！」

第 17 届華表獎 林超賢膺優秀導演

吳京陳瑾稱帝封后
典禮2》當、晚《，十《八紅洞海村行》動、》《、建《軍戰 大狼

業》、《湄公河行動》、《大魚海棠》、
《大唐玄奘》、《老阿姨》、《龍之
戰》、《明月幾時有》10 部影片獲得優秀
故事片獎。
《紅海行動》也令導演林超賢捧起優秀
導演獎，他上台時有些緊張，「現在我還
在抖，感謝華表獎，感謝博納、英皇電影
信任我。我們拍電影會說，讓他們有自己
的生命，《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
讓我有很多挑戰，經歷很多絕望很多驚
喜，很多膽戰心驚。一直沒機會，向我以

前所有拍過的電影和工作人員道謝，感謝
他們。」
在 17 屆中國電影華表獎頒獎典禮，吳
京、陳瑾分別獲得優秀男、女演員獎，這
也是二人在今年摘得金雞百花獎最佳男、
女主角後的再次得獎。
陳瑾在《十八洞村》中的精湛演技，讓
她獲得華表獎優秀女演員，上台後，陳瑾
連說多聲感謝：「我會繼續努力，感謝導
演，對我的信任，這兩年我演了工人、農
民，體驗小人物的生活，還要感謝我的語
言小老師。」

不忘初心不懼流言
吳京憑借電影《戰狼 2》獲得優秀男
演員，他發表獲獎感言時表示，
「沉甸甸的，誠惶誠恐。感
謝國家，感謝這個時
代，給我們電影人
今天這個成就。
所以認認真

「優秀女演員」
由陳瑾憑《十
八洞村》奪
得。

真做事，堂
堂正正做人，努力一
定會被看見。以后我也會不忘初心，不懼
流言，繼續拍好戲。剛才我碰到帶我入行
的袁和平導演，1995 年他教導我如何當演
員，今天還碰到很多以前演我爺爺奶奶的
演員，很開心，我對大家表示衷心感
謝。」在接受採訪時，吳京說，自己的腿
傷每個月都要打一針，現在打了十一個
月，還需要等半年左右康復。但他表示，
自己要「憑着一顆心，憑着一口氣，無所
畏懼，繼續前進！」談及未來的目標，他
希望自己能在將來開創新的類型電影。

袁和平孖張晉柳岩走紅毯
電影《葉問外傳：張天志》以推薦電影
走上紅毯，有袁和平和張晉兩師徒外，柳
岩無懼零下六度低溫，薄紗裙性感出席。
袁和平道出了今次電影與《葉問》系列之
不同，戲中的張晉用盡各種功夫就是
棄用詠春，

■袁和平和張晉
袁和平和張晉、
、柳岩走紅毯
柳岩走紅毯。
。
力求將動作場面設計得更具衝擊力，張晉
說：「為了不讓觀眾分神，很多打戲在招
式上不會太花巧，而是會有更加實在的東
西，或者更快的節奏。」張晉更笑言和
Tony Jaa 因為已經有合作默契，拍的時候
常常被導演說二人動作太快，攝影機都追
不到。

十次來港演出創紀錄
w-inds 晒廣東話好熟練
■世姐賽事完美落幕
世姐賽事完美落幕。
。

黃常疆 攝

世界小姐總決賽三亞落幕

墨西哥佳麗瓦妮莎摘冠

■墨西哥小姐
瓦妮莎獲冠軍。
黃常疆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 通訊員 黃常
疆三亞報道） 「第 68 屆世界小姐全球總決
賽」8日晚在三亞落幕，這是自2003年世界
小姐落戶三亞後，世姐與三亞第八次「牽
手」再續美麗之約。經過激烈角逐，墨西
哥小姐瓦妮莎摘得總決賽桂冠，泰國及烏
干達小姐分別獲得第二、三名。
總決賽前近一個月的時間裡，佳麗們分
別在海口、三亞等地參與特色景點巡遊、
世界小姐公益行、體育競技賽等活動，感
受浪漫的熱帶海島風情和體驗特色民俗，
促進中外文化交流。
總決賽晚會上，在泰國小姐飄逸靈動的
旗杆舞引領下，來自亞洲、大洋洲、美
洲、非洲、加勒比海地區以及歐洲的
118 位選手，身着代表本地區的服裝登
台亮相，向世界展示本國文化之美。
音樂響起，佳麗選手們彷彿成為精靈的
化身，搖曳的裙襬，琳琅的頭飾，世
界異彩齊聚舞台。多家媒體全
球直播這場美麗賽

李佳芯拍喊戲難抽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李佳
芯昨日出席宣揚身心健康活動，對於
即將舉行的台慶頒獎禮，佳芯不想因
「視后」獎項帶來壓力，但就會親力
親為向屋企人「埋手」拉票，亦已迫
男友下載投票 Apps 投自己一票，希望
多得一票得一票。
佳芯與粉絲到山頂行山，其間大會
特別頒贈「視后」模型獎座給她，預
祝她旗開得勝奪「視后」，令她大為
驚喜。提到行山，佳芯表示是受到男
友影響，但加入 TVB 忙着拍劇，就連
睡眠時間都欠奉，便少了行山，不過
佳芯覺得行山也是紓緩情緒的好方
法，她自言是個很難會喊的人，往往
拍劇時情緒波動很大，要演喊戲的
話，便要迫自己喊，要去想一些不開
心事情。試過拍完之後的兩個月都抽
離不到，以致影響到皮膚差等問題，
問到有何紓壓方法？佳芯謂：「放空

■參賽者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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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說：「好肚餓！勁肚
餓！」，龍一即笑言對方
已吃了很多小籠包，場面
搞笑。
他們隨即帶來一連串勁
歌熱舞，包括出道以來的
代 表 作 《Try your emotion》 、 《 四 季 》 、
《Long Road》 等 ， 掀 起
全晚高潮。三人繼續晒廣

東話，問現場粉絲：「大
家開唔開心？」，粉絲以
尖叫回應，龍一即舉起拇
指嗌：「正！」又表示希
望來年繼續來香港開演唱
會。
於安哥時，粉絲更全場
大合唱生日歌，為將於本
月16日及 17日的慶太及龍
一預祝生日。

■千葉涼
平、橘慶太
及緒方龍一
再次來港開
騷。

鄧麗欣為自閉症兒童打氣

事。中國選手無緣前十二強。當紅歌手迪
瑪希也來到現場，獻唱一首《難忘的
一天》，為佳麗選手們加油助陣。
總決賽在 118 名佳麗選手的合唱
中落下帷幕，為第 68 屆世
界小姐全球總決賽畫
上了完美的句
號。

自己不去想任何事，通常
有煩腦時叫自己不去
想，但就愈會去想，
所以放空最好。」
TVB 頒獎禮於下
周日舉行，問她對
「視后」可有信
心？她謂：「不
知呀，不要再問
■李佳芯
我啦，不想把頒
獎禮變成壓力，
愈是多人支持就愈
不想他們失望，也
知道有很多人支持和
錫我，有些向來不出
聲的都說有留意我，這
種開心比獎項更難得和珍
貴，所以盡量不給自己壓
力，通常當晚坐在台下先感受到壓
力。」

香港文匯報訊 由千葉涼
平、橘慶太及緒方龍一組
成日本男子組合 w-inds.，
前 日 於 Starhall 舉 辦
「w-inds. LIVE TOUR
2018 100 IN HONG
KONG」演唱會。是次
為他們第十次來港演
出，並創下來港開騷次
數最多的外國組合紀
錄。為紀念這重要時
刻，三人在開騷前更獲
贈陀飛輪腕錶，代表時
間的見證。
已來港多次的三人熟練
地以廣東話說出自己的名
字，他們笑言此行學了不
少廣東話，涼平率先摸着

■鄧麗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鄧麗欣(Stephy)與顧定軒昨日出
席愛培自閉症基金(APF)舉辦的《藍色聖誕節》宣傳活動，呼
籲大眾歡度普天同慶的佳節時，也加入支持自閉症人士，
以藍色作節日佈置和聖誕禮物。Stephy 現場為自閉症兒
童的家長加油打氣，希望大眾接納自閉症人士及支持
他們的家人，她說：「自閉症是一個需要大家去關注
的事情，由於大眾對自閉症認識不足，導致家長感到
無助及在社會上不時發生欺凌自閉症人士的事件，所
以我呼籲大家以同理心去理解他們的情況，支持自閉
症人士。」
Stephy 表示很喜歡大會採用的卡通人物，笑言小時
候曾想過，如果有人送一隻巨型公仔給她，她會答應嫁
給對方，說：「到中學時真的有男仔送過，但就覺得自己
好蠢，數百元就奪取我的芳心，當然不行啦。」至於今年聖
誕如何度過，Stephy 坦言未有安排，因為電影工作尚未完成，
問到男友的聖誕禮物有沒有準備好，她苦惱地說：「未，好頭痛，
我買禮物好差，其實我每年都會和朋友交換禮物，有時會送環保禮物，
將家中不要的東西送出去。」Stephy 也未知聖誕會否跟男友見面，要視乎大家的工作
時間和地點，雖然今年是他們拍拖的第一個聖誕，但她笑稱浪漫事交由男友負責，而
且她對過聖誕節沒所謂，反而最緊張生日的大日子。

IU陳柏宇合唱韓文歌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女歌手 IU 前晚假亞博
館舉行出道 10 周年演唱會，全晚唱出多首
經典歌曲，香港歌手陳柏宇(Jason)擔任嘉
賓，更與 IU 合唱韓文歌《Nagging》，IU
大讚 Jason 的韓文發音好。事後，Jason 坦言
壓力超大，幾個月前已開始學唱，笑言將來
可挑戰錄首韓文歌。

陳柏宇

I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