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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慧喬神秘現身金像獎 自爆簽約王家衛
■毛舜筠同經
理 人 Mani 一
同行紅地毯。
同行紅地毯
。

由於天公不作美，整個紅地毯冒
雨進行，大會特別安排簷篷提

供給傳媒和嘉賓，打頭陣先由主席爾
冬陞聯同一班金像獎董事局成員進
場，爾冬陞表示：「今年比較特別
是未試過咁多新人參與表演和做司
儀，過去四年有182位新演員，要給他們機會出來見下
世面，感受下金像獎氣氛。」又透露今年有1,496人參
與投票，包括海外評委，投票率有百分之六十幾。
緊接便是32位影壇新世代踏上紅地毯，而眾位新世代
女演員陳嘉桓、余香凝、王敏奕、廖子妤則加入「胸
戰」，廖子妤「谷胸」性感、郭奕芯的性感「迫爆」，
令現場升溫。性感女神周秀娜 DeepV 登場，兩側開窿
「真空」上陣，兼露出內褲邊，不失清雅感覺。她表示：
「條裙尺碼大了，但覺得靚便照，而佩戴的首飾有一層
樓首期，達7位數字。」阿Sa穿上緊身裙騷胸示人，她表示
有點唞不到氣感覺，但之前照樣吃了肉燥豬扒飯。

■十月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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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卓妍大解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文釗、李慶全、李
思穎）《第 38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
典禮》昨晚假尖沙咀文化中心舉行，每年紅地
毯上一片星光，乃是女星們爭妍鬥麗的黃金機會，
■ 蔡卓妍表示
無論服裝、珠寶行頭均要出奇制勝引來注目，當
入圍已經是一
然不乏低胸、露背、騷腿一族，角逐
「最佳女主
個肯定。
個肯定
。
角」的蔡卓妍(阿 Sa)罕有大解放超低胸亮
相，至於前輩級的楊千嬅、惠英紅則以高
貴、優雅取勝，壓軸的韓星宋慧喬神
秘現身，亦為紅地毯上添上一份驚
喜，喬妹穿黑色長裙，配上鑽石頸
鏈。 攝影：彭子文

紅姐晚裝裙腳盡濕
角逐「最佳女配角」的惠英紅以黑色晚裝，佩配戴金色鑽飾到
場，高貴優雅，惜裙腳盡濕，紅姐謂：「裙腳濕了，人又好凍，所
以想快些換回另一套密封樽領衫。」說到晚裝和襯飾以金色為主，紅
姐否認是幸運顏色，純粹是靚，身上飾物價值數百萬，本身是已售之
物，後再借回來，正好襯出自己優雅一面。

宋慧喬想演愛情電影
早前傳出婚變的韓星宋慧喬壓軸登場，輕鬆亮相，友善跟大家揮手微笑，未
見戴上婚戒。喬妹受訪時透露簽約王家衛旗下，過往大家都曾經合作過，暫時未
有落實工作，但很期待新工作的來臨，最想演出愛情題材電影，希望有這樣的挑戰。
劉德華將與韓星宋慧喬一起頒發「最佳電影」獎項，華仔感覺有如朋友聚會，問到「心水」
電影，他表示：「沒有，不過今年好多鼓勵性電影，又有新導演，除了大製作，也有小型製
作，感覺既開心又溫暖，其實起任新導演的《逆流大叔》和《淪落人》我都勝任演到。」大家
笑問他想做大叔？華仔直言：「我向來是大叔，很匹配自己年紀，(你太靚仔？)我要話畀吳鎮
宇聽，不過大叔都可以靚仔，哈哈！《淪落人》我都做得。」

■周秀娜行紅地
毯 V 到落肚
臍。

■韓國女神宋慧喬擔
任頒獎嘉賓，壓軸行
紅地毯。

千嬅讚樂仔為人父變有耐性
今年大會與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合作，以「小孩有夢」為題拍攝 5 個單元故事，有
份參與拍攝的楊千嬅與余文樂聯同 5 位小朋友現身，千嬅穿上 Deep V 裙，身材平平，胸
前更加了一層薄紗作「保護」，難怪她笑說：「托就托得起嘅，但驚甩呀。」當晚千嬅負
責頒發「最佳兩岸華語電影」獎項，同時又大讚為人父後的余文樂增加了愛心和耐性，好
似她這日遲到也沒囉唆。

■楊千嬅與余文樂聯同
「小孩有夢
小孩有夢」
」
故事中的5
故事中的
5 位小朋友現身。

文詠珊低調籌備婚禮

香港文匯報訊 文詠珊（Janice Man )穿上
黃色露背裙到場，當十月新娘的她接受大家祝
賀，而手上戴的七位數字鑽戒，她表示不是
婚戒，而婚禮一直低調籌備中，原先想稍後才
同大家分享，婚事提早外洩是預計之外。年尾
進行婚禮的她，也會安排在港擺喜酒招待最親
的家人和朋友，至於生育計劃，她表示同未婚
夫都是工作狂，未有生BB計劃。

王敏奕以低胸配上數百萬珠寶上陣，因
打扮性感令她增添壓力和緊張，事前已黐滿
膠紙做足防走光措施，也有傳相片讓男友曾
國祥過目，男友沒意見，但不忘大讚她穿什
麼都好看。王晶與「晶女郎」邱意濃一同現
身，邱的澎湃上圍讓人眼前一亮。黃璐則穿
上黑色吊帶大低 V 露背裙，露出左右「半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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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爾冬陞聯同一班金像獎董事局成員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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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北京國際電
影節「天壇獎」國際
評委全體成員亮相開
幕式紅毯。
新華社

宣美赤腳透黑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植 植 ） 前 Wonder
Girls成員宣美前晚於九展舉行的演
唱會，首次以個人身份來香港開騷的宣
美，在短短兩小時幾乎傾盡她歷來所有歌
曲，還加碼獻唱神秘舞台，令期待已久的 Wonder Girls鐵粉和「miya-ne」滿載而歸！
偶像難得來港，一班「miya-ne」們都顯得非常興奮，
全場叫個不停。當晚約8時，赤腳板、身穿性感透黑bra連
身裙的宣美以一曲《24 小時也不夠》登場，粉絲無一不叫破喉
嚨，氣氛高漲！宣美自單飛後新歌首首 hit 爆，當晚她以個人出道
後推出的第一首單曲《24
小時也不夠》為演唱會揭開
帷幕，別具意義。其後宣美再
帶來分別收錄於專輯《WARNING》 和 《Full Moon》 的 《 曲
線 》 、 《Who Am I》 、 《Black
Pearl》 、 《Noir》 、 《Full
Moon》 、 《ADDICT》 、 《Gashina》 、 《Secret Tape》 、 《Heroine》、《Hey You》、《Burn》和《Siren》 ， 更 公 開 未 曾 派 台 的 自 創 歌 曲
《Borderline》，以及翻唱外國樂隊 Toto
和 10cc 於 70 年代的歌曲《Georgy Porgy》和《I’m not in love》，非常驚喜！
最後，宣美 encore 一曲引發「手槍舞」
狂潮的《Gashina》，為演唱會畫下圓滿
■宣美
句號。

第九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開幕

劉嘉玲任
「天壇獎
天壇獎」
」
評委

誘港迷
bra

香港文匯報訊 據綜合報道，第九屆北京國際
電影節前晚在北京懷柔開幕，數百名中外影人齊
聚一堂，領略北京國際電影節的光影魅力。當晚
的開幕紅毯星光璀璨。其中，當紅小花吳謹言一
襲薄荷綠羽毛抹胸長裙亮相，為紅毯增添不少春
天氣息；日本知名女星栗原小卷以黑色披肩長裙
造型亮相，她因主演《生死戀》《望鄉》等深受
中國觀眾喜愛；法國國寶級女演員蘇菲．瑪索身
銀邊抹胸黑色高開衩長裙，風采不減當年。

迪麗熱巴舞姿驚艷全場

■吳謹言亮相開幕
式紅毯。
式紅毯
。 中新社

知名男演員胡歌甫一亮相就掀起了紅毯秀的高
潮，他和導演陳可辛合作的電影《李娜》講述了
中國知名運動員李娜的 20 年網球歷程，將為觀眾
展現天才背後是怎樣一條充斥汗水血淚的成才之
路。胡歌在片中扮演李娜的丈夫姜山，他表示自
己為出演該片特地學習了武漢話和網球技術，也
在合作中看到導演如何融合體育精神和電影藝
術。迪麗熱巴獲邀表演，她穿上金色舞衣翩翩起

■迪麗熱巴穿上金色舞衣翩翩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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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學了六年芭蕾舞的她舞姿驚艷全場，但退場
時卻發生小意外，由於表演的舞台正啟動機關下
降，她計錯步幅不小心滑倒，整個人向前仆。事
後迪麗熱巴工作室發文報平安，留言：「小姐姐
輕微擦傷，不嚴重，謝謝愛麗絲們的關心。」
第九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的各項活動也將在一周內
展開，包括主競賽單元「天壇獎」評獎、北京展映、
北京策劃主題論壇、北京市場、電影嘉年華、閉幕
式暨頒獎典禮等主體活動，還有特別策劃的「印度
電影周」、「注目未來」單元、電影音樂會、「經
典京劇電影」單元等300餘項活動。本屆「天壇獎」
國際評委會成員由美國導演羅伯．明可夫、智利導
演西爾維奧．蓋約齊、中國內地導演曹保平、哈薩
克斯坦導演謝爾蓋．德瓦茨沃伊、中國香港演員劉
嘉玲、伊朗導演馬基德．馬基迪和英國導演西蒙．
韋斯特組成。七名國際評委會成員將以投票方式產
生最佳影片獎、最佳導演獎、最佳男主角獎、最佳
女主角獎等十個獎項，這些獎項將在4月20日的閉
幕式上揭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