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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香港電影導演會 30 周年晚宴暨年度頒獎典禮前晚在酒店舉行，當晚邀得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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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孜獲得「最佳男、女主角」獎，秋生把握機會在台上多謝政府向電影發展基金注資十億元，多謝特首林鄭月娥支持香港 丂丂
社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
電影的發展，現場報以熱烈掌聲。會長劉偉強結束四年任期，交棒給張婉婷任新一屆會長。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 丂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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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天團BIGBANG成員勝利投資開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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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早前捲入暴力、性騷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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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及毒品的爭議，勝利之後於社交網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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丂丂文，強調本身沒有實際經營夜店，同時向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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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受害人道歉。事件愈演愈烈，將於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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丂25日以陸軍身份入伍的勝利，昨日韓國時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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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分，忽然在社交網站發文表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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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退出演藝圈比較好。因為引起如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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丂的社會爭議，我已經決定退出娛樂圈，我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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丂誠實地接受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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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又指在過去的一個月內，自己受到大眾
勝利宣佈退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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丂的批評及憎恨，現在國內所有的調查機關都在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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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勝利寫出感受：「被說成是『國民逆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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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一個人存活而帶給身邊其他人禍害，我個人是
無法忍受的。」勝利又感謝韓國和海外的所有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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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他們於過去十年對自己的熱愛。為了 YG 與 BIG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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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開始時，特首林鄭月娥在台上致詞，
秋生和曾美慧孜齊齊受訪，問到連中二元
她以輕鬆手法作開場白：「首次以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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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身份獲邀出席導演會晚宴，首次那麼遲被 的秋生對金像獎的「影帝」獎項更有信心？他
邀請來，40 小時前才收到邀請，而且要經過 笑稱：「小寶（爾冬陞）話導演會攞到，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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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先有得來，因為早前一些電影導演開 獎多數會有，你知佢哋好大勢力，我信佢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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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商討十億點用，我講了幾句，可能這幾句表 信耶穌，不過得獎唔代表有錢賺，好似我講嘅
現不錯，所以今晚獲得邀請，有機會同更多導 名句『金像獎攞咗衰三年，不過再攞就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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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幾句，好事成雙，下月的金像獎也獲邀 好』。」他指收到劉偉強邀請出席，所以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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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到時再同大家聚首一堂。」她提到創意科 日本拍廣告行程押後一日出發：「佢話卸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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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嘉賓在台上致詞，大會即場頒發七個獎項，「最佳電影」 由《無雙》奪得，莊文強獲頒「最佳導演」，黃秋生、曾美

張婉婷接棒成
「富二代會長」

導演眼中《無雙
無雙》
》
是最佳電影
技和創意產業同等重要，可以令香港經濟更多
元化，為年輕一代多創造喜歡就業機會，所以
需要配合政府行為如何發揮得更好，同時又提
到政府向電影注資十億有助電影界的作用。

林嶺東導演獲榮譽大獎

曾美慧孜 秋生最佳男女主角
繼之前在「電影評論學會大獎」中奪得影
帝影后殊榮後再下一城，秋生上台領獎時笑
說：「聽到結果打個冷震，真定假，監製陳果
在導演會好大勢力？得到這個獎覺得非常不可
思議、榮幸同開心，因為導演是全宇宙最難服
侍的生物，得到這麼多導演的認同，是我生命
中最大成就。」他趁着特首林鄭月娥在場，表
明要同對方講幾句說話，即時令全場歡呼拍
掌，秋生笑說：「好少呵，通常我講呢啲便靜
晒，幾年來我個名同佛地魔差不多，電影圈唔
提得黃秋生三個字，我要多謝政府撥 10 億支

■劉偉強
劉偉強（
（左）、
）、張婉
張婉
婷（右）請來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出席晚會。
林鄭月娥出席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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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偉強授秘訣開源節流
劉偉強結束四年會長使命，交棒給新一屆
會長張婉婷，劉偉強表示：「她本身是副會
長，我們有足夠溝通，導演會財政健康，最重
要是保持住導演會多年來的和諧精神，新一輩
同舊一輩有偈傾。」張婉婷接任會長工作，她
表示：「沒有壓力，我好幸福，是『富二
代』，因之前賣出舊址賺了一筆錢，有些項目
收入穩定，加上政府撥十億作電影發展基金，
大家齊心合力令香港電影更上一
層樓。」
劉偉強經驗之談表示：「最重
要開源節流、薪火相傳，有固定
收入，看她是否大花筒。」張婉
婷指規矩會有穩定幾百萬基金，
導演會亦有開班教授課程，幫助
新導演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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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香港電影導
演會 30 周年晚宴暨年度頒獎典禮前晚匯聚不少藝人
到場，包括有蔡卓妍（阿Sa）、吳千語、Jessica C.和老公安
志杰，盧海鵬、惠英紅、吳鎮宇、黃秋生、黃德斌、胡定
欣、方中信、鮑起靜、薛凱琪、鄧麗欣、舒淇、余文樂等，星光熠
熠。
阿 Sa 憑電影《非分熟女》角逐今屆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問她會否
趁機在導演會晚宴拉票，阿 Sa 顯得有點抗拒：「可以拉到咩，如果得當
年《雛妓》都得啦，叫人投我一票咁老土，好難講出口，或者叫大家捧場
睇戲就可以，我是型人嘛。」
問到今次信心比《雛妓》更大？她謂：「每次都差不
多，因每屆評審不同，視乎他們喜歡的電影
類型。（準備了戰衣？）未呀，但開始健身
做準備，因不知造型師會準備什麼給我，我
未得過最佳衣着獎，所以會先努力做好自己。
（還未緊張？）心情一樣，每日都很多工作，
加上近日傾緊電影，滿腦子只想着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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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與邱騰華
局長及導演會會員合照。
局長及導演會會員合照
。

吳千語直言未考慮結婚

■阿 Sa 角逐今
佳女主角」。

屆金像獎「最
■吳千語

湛琪清
直言老公恨有 B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上月跟富商潘
迪生外甥金承威結婚的湛琪清（Jesscia） ，昨
日為中國嘉德香港 2019 春季拍賣會傳媒預展擔
任模特兒，即場試戴了多套名貴首飾 ，Jesscia
更看中其中一枚估價過千萬，由著名品牌 Harry
Winston 出品的 16.08 克拉 D 色 VVSI 淨度鑽石戒
指，她笑言要老公努力儲錢送給她。
Jesscia 表示出場前心情十分緊張，可以戴上如
此靚的首飾覺得好幸運，試戴時也忍不住說
「oh my god」，故行騷時十分小心。問到會否
叫老公送她心儀的鑽戒？Jesscia 笑言會叫老公
每日辛勤工作，努力儲錢送給她。她又透露婚
後老公也有送她禮物，是一隻手錶。問到手
錶是否情人節禮物？ Jesscia 笑說： 「老公話
純粹 I love you。」大放閃光彈。問到她會
否送豬 BB 作回禮？ Jesscia 即拒絕： 「No
No No， 我送時間同愛畀佢，不過老公都想
我快點生 BB，可以同小朋友一齊跟佢學好
中文，因為表姐（汪圓圓）都係咁學
好中文。」
湛
■琪清

吳千語去年有一半時間在內地工作，問她和
男友施伯雄（Brian）有沒有時間見面，千語表
示：「拍拖不重要，開心得閒咪拍下，覺得工
作更緊要，如果另一半理解就更好，自己幾年後
才考慮結婚。（同男友有共識？）無，太早啦，
女仔要有自己的事業，況且我電視劇發展也是剛
起步。」
提到有傳舊愛林峯與女友張馨月快將結婚，千
語謂：「經常都有傳聞，很多都不是真，跟對方
也沒聯絡。（不再是朋友？）沒特別。（會否介
意合作？）唔講喇，有機會先再問，其實也沒所
謂，但覺得不會有這機會，這個圈有很多人，未必
咁啱會合作。」

■曾美慧孜、
黃秋生獲得
「最佳男、女
主角」獎。

■袁偉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思 穎 ） 袁 偉 豪
（Ben）、陸詩韻、何紫
綸昨日出席腕錶活動，
Ben 透 露 有 收 藏 手 錶 習
慣，價值最高是 6 位數字
內，也希望買些有升值能
力的腕錶，可以保值留給
下一代。說到有否選購情
侶錶給女友張寶兒，Ben
直言有留意，但知對方不
喜歡同一款式，所以會考
慮同色系或同系列，另方
面，Ben 也有留意樓市情
況，認為現階段不宜買
樓，希望累積多些財富先
入市，但有作基金投資，
他認真說：「我年紀唔
細，要建立不同方向，要
有事業和健康去支持屋
企。」

方中信目擊周潤發拍戲誤被扑穿頭

阿 Sa：叫人投

主角

■曾擔任導演
的會長們獲頒
紀念獎。

袁偉豪爆張寶兒不喜歡情侶錶

當晚頒出的七個獎項，黃秋生憑《淪落
人》和曾美慧孜的《三夫》奪得「最佳男、女
主角」，「最佳電影」 由《無雙》奪得，
《無雙》導演莊文強同時獲頒「最佳導演」、
「最佳新演員」由《淪落人》的 Crisel Consunji 奪得，《淪落人》導演陳小娟同時獲頒
「新晉導演」，「執委會特別獎」由《水底行
走的人》奪得。去年底逝世的林嶺東獲追頒
「榮譽大獎」。新任導演會會長的張婉婷慨嘆
道：「他去年突然逝世，是電影界損失，在此
作出深切哀悼、永遠懷念，這個獎是實至名
歸。」徐克代領獎項時說：「好掛住佢，他的
太太和兒子生活低調，兩人一直思念阿東，所
以不想在這歡樂氣氛的盛會中帶來憂傷感，所
以搵我代領，希望大會可以體諒。」全場起立
鼓掌向林嶺東致敬。

長，又話導演會 30 年，我咪延遲出發，佢無
講我會有獎，我都唔夠膽想，剛才大家在台上
一直講周潤發，發哥是哈利波特，佛地魔最
驚。」問到有何意見再想向特首表達，他表示
在台上只得 30 秒，其實還有很多話想講。
（有三分鐘的話會講什麼？）家唔記得了，
突然空白。」
曾美慧孜就表示好欣賞秋生的說話：「是
一個很好的享受，因為他很幽默。」問她想不
想與秋生合作，她表示：「都想！」不過秋生
即笑言：「你想拍叉燒包？算啦！我哋拍返文
藝片啦！」 曾美慧孜沒想過會得獎，心情激
動，遲遲未平伏，問到對金像獎更有信心嗎？
她坦言有信心，同時很敬佩每位入圍女演員，
包括自己，秋生提醒她不要因屢次獲獎而飄飄
然，要沉住氣，氣聚丹田，不要牙擦擦。曾美
慧孜表示希望有合作機會。

■方中信指發哥縫完針
即刻回來開工。
即刻回來開工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周潤發拍攝電
影《驕陽歲月》時遭黃
德斌誤傷頭部，當日有
份參演該片的方中信也
在現場，他表示：「原
本話無事，所以見到有
血時都好疑惑，但見發
哥仍繼續演無叫停機，
我奇怪血漿點解咁淺
色，應該深色才是。」
方中信笑說：「德斌真係大件
事，扑我咪無事，最多請我食兩餐
飯，佢扑中個荷里活巨星，今次一
定紅，我已經叫佢去九龍城街市，
因我近日去買餸，好多檔主都問我
發哥情況。」方中信指發哥縫完針
即刻回來開工：「當時發哥貪近，
想去政府醫院，我話政府醫院一定
要剃頭，又有記者，最後便去私家
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