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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2 屆康城國際電影節於香
港時間今日凌晨揭幕，
港時間今日凌晨揭幕
， 康城影
展作為目前電影界中最具含金
量的電影盛會，
量的電影盛會
，吸引包括鞏俐
吸引包括鞏俐、
、吳彥祖
吳彥祖、
、李宇春及
年輕演員關曉彤等出席，
年輕演員關曉彤等出席
，影展評審團成員昨已抵當
地並公開亮相。
地並公開亮相
。 本屆電影節將邀請章子怡
本屆電影節將邀請章子怡、
、 史泰
龍 、 阿倫狄龍
阿倫狄龍、
、 Nicolas Winding Refn 組成大師
班，分享他們的電影生涯及感悟
分享他們的電影生涯及感悟。
。

Alejandro Gonzalez
本屆評審團主席由墨西哥導演
Inarritu擔任，昨率領評審團成員，包括波蘭導演

Pawel Pawlikowski、希臘導演 Yorgos Lanthimos、法國
導演 Robin Campillo、美國女星 Elle Fanning 及塞內加
爾女演員Maimouna N'Diaye等亮相。尊尼狄普（Johnny Depp）前妻安芭赫德（Amber Heard）也將走康城
紅毯，昨已抵當地，並不斷向鏡頭揮手，風騷亮相。
今 年 的 榮 譽 金 棕 櫚 獎 得 主 阿 倫 狄 龍 （Alain Delon），大會昨日發放了他的海報，是他年輕時的俊俏
造型，相當吸睛。

鞏俐獲頒卓越女性影人獎

項 活
動。
香港貿發
局今年再次
於康城電影市
場設立香港館，
為向國際推廣創意
無限的香港電影業，
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亞
洲影視娛樂之都的形
象，為香港電影市場的活
躍發展提供了理想的溫床。
多家香港電影公司於 5 月 14
日至 23 日期間舉辦試映活動，
向海外觀眾展示最新作品及物色合
作夥伴，包括《沉默的證人》、
《叫天不應》等。這些電影作品展現
創意及活力，相信能吸引買家目光。此
外，參與香港館的 5 家電影公司分別為
All Rights Entertainment Ltd、英皇電影、
無限動力實業有限公司、星空華文傳媒電影有
限公司，以及智富電影文化國際公司。同時，
亦有 11 家獨立參展的香港影視公司設置展位或辦
事處，向海外觀眾展示最新作品及物色合作夥伴。

鞏俐昨日搭乘飛機抵達康城，此次鞏俐受組委會邀
請出席第 72 屆康城電影節開幕禮，這將是她的第 18 次
康城之行。 除此之外，她還將於 5 月 19 日的晚宴上，
獲頒卓越女性電影人獎項。剛下飛機的鞏俐，笑容燦
爛，面對現場熱情的媒體和慕名而來的粉絲，鞏俐微
笑回應，中國傳統女性的優雅盡顯眼前。
康城電影節組委會日前發佈消息說，本屆電影節將邀
請章子怡、史泰龍（Sylvester Stallone）、阿倫狄龍、
Nicolas Winding Refn 4位電影人組成大師班，在電影節
期間與觀眾及專業人士分享他們的電影生涯及感悟。昨日
章子怡在北京宣傳荷里活新片《哥斯拉II：王者巨獸》，
其他演員 Vera Farmiga、Millie Bobby Brown 等亦有出
席，相信章子怡在完成電影宣傳後便啟程前往康城。
中國電影方面，《南方車站的聚會》入圍主
競賽單元。該片由刁亦男導演，胡歌、桂綸
龍
■大會發放阿倫狄
鎂、廖凡、萬茜等主演，將在本屆康城電影節
。
報
年輕時的造型海
上首映。據介紹，該片取材於新聞事件，講述
網上圖片
一個逃犯在被追捕的過程中尋求救贖的故事。

中國館香港館推多項活動
康城電影節國際村中國館還將舉辦中國青年
電影製片人推介會、長片展映、導演論壇等多

■工作人員昨日忙於準備影展開幕禮
工作人員昨日忙於準備影展開幕禮。
。 法新社

將孖阿嬌日本二人世界
阿 Sa 自爆雪卵打錯針
蔡卓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蔡卓妍（阿Sa）剛完成「雪卵」
的打針療程，這陣子亦減少工作避免太操勞，她自爆親自在肚皮
打荷爾蒙針時的烏龍事，竟然溝錯藥，幸而沒有影響卵子流失。
為穩陣起見，阿 Sa 將於稍後再進行多次「雪卵」療程，並預告在
「雪卵」的十年有效期內計劃做媽咪。
阿 Sa 和英皇珠寶主席兼行政總裁楊諾思昨日齊齊穿上白色裙，
儼如 Twins 出席珠寶活動，今日也正是阿 Sa 和鍾欣潼（阿嬌）組
成 Twins 的 18 周年，故此阿 Sa 完成活動後，便趕到機場與阿
嬌會合，各自放下另一半，雙雙放個短假期到日本享受二人
世界，吃喝玩樂慶祝一番。

打算十年內做媽咪
阿 Sa 剛與家人回鄉旅行，現在又同阿嬌結伴放
假，她解釋因打完「雪卵」針，這陣子不可太辛勞，今
次活動也是數月前接下的，原先也想延後，因打針後令人肥
腫，腰圍長粗了一圈，身上裙子差點穿不上，也要用衣服來遮
蓋，所以想操弗後先見人，最好像容祖兒一樣好弗。阿 Sa 又指：
「始終年紀不小，年紀細做『雪卵』可以儲多一些，今次質素都
算合格，不過不失，但準備再做多一次比較穩陣，可以再儲『生
力軍』，預計8月做舞台劇前可以回復狀態。」
阿 Sa 透露這段時間只是閉關不見人，並非完全放假，因有些零
碎工作和廣告都會做，問她期待幾時用得上這些卵子？阿 Sa 即
謂：「暫時唔使咁做，想用時候便會用，可以有十年保存期，也
沒特別計劃生 BB，應該十年內會做媽咪。」當阿 Sa 聞悉黃澤鋒
的太太 52 歲高齡懷孕，她即鬆口氣說：「咁我都有信心和自
信。」

■責任編輯：梅馨文 ■版面設計：房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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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子怡將出席在康
城舉行的講座。
城舉行的講座
。
網上圖片

■史泰龍將分享其多
年的演出經驗。
年的演出經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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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大師班分享感悟

屆康城影展揭幕

72

章子怡史泰龍

第第

娛 樂新聞

A30

■評審團亮相。

路透社 ■安芭赫德不斷向鏡頭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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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康城影展拚經濟
餐旅業者：沒以前好賺

香港文匯報訊 為期兩周、歐洲三大影展之一
的康城影展今天登場，在此期間，搶攻人潮所
帶來的商機，除了電影業者外，還有餐飲住宿
業者、計程車等。然而，部分業者表示，近年
賺錢沒以往容易。業者公會成員薇特（Christine Welter）指出：這幾年，來客停留時間沒
以前長。住宿影展第一周到處都是滿的，第二
周就比較難了。因一些餐飲業者大敲竹槓，把
客人當肥羊宰，令來客數近年有下降趨勢。
康城位於法國南部度假勝地蔚藍海岸，影
展期間人口幾乎是平日的 3 倍，可超過 20 萬
人。法新社報道，當地兩星級旅館一晚房價可
從 40 歐元（約 45 美元）暴升至 260 歐元。一
名三星級旅館櫃台人員透露：「我們預先保留
的 6 間客房很快就會被訂走了。」影展讓一晚
房價飆漲近 5 倍，且不附早餐。鄰近影展主場
地節慶宮（Palais des festivals）的旅館，影展
期間的營收佔年營業額近六分一。
民宿出租平台 Airbnb 宣稱，今年影展舉行
期間，每晚將有 2 千 5 百至 4 千人入住透過平
台租得的住宿空間，且在 5 月 17 日周五高峰
期，人數將激增至 4 千 6 百人。為了把握快速

賺取收入的機會，出租私人住宅的個體戶也加
入搶錢大戰，一些當地居民據稱在影展期間寧
願睡海邊或在營區過夜，也要把自己的住家快
快出租。而且有些人可一口氣出租數套公寓。
估計每年影展期間大約有 6 千套私人住房出
租。
餐飲業者也視影展為「金雞母」。意大利
餐 廳 老 闆 哈 瑪 德 （Pascal Hamard） 表 示 ：
「對我們來說，5 月是最大月，整個場地被塞
爆，11 天內可做五千名客人。 不過，來客數
近年有下降趨勢，可以感受到一些來客變得非
常多疑，深怕自己被當肥羊宰。」他認為那些
大敲竹槓的業者必須負責任。

■康城影展於法國時間5月14日至25日舉行。

龔嘉欣自言傳統 要先婚後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龔嘉欣、朱晨麗、何
廣沛、吳業坤、吳岱融、韋家雄、鄭子誠及黃嘉樂
等，昨日於電視城古裝街拍攝劇集《大醬園》醬油製
作場口，同劇的朱晨麗和龔嘉欣特意前來探班打氣。
嘉欣笑指劇中男演員平時不着衫拍攝，她探班先着
衫。她表示拍《大》劇最辛苦是熱，因她在劇中有三
個造型，試過一日要轉三個妝，加上又噴了很多的髮
膠。她指上星期到南生圍拍外景，因落完雨地面有點
濕，她要塗上血漿扮死睡在地上，耳邊的血漿惹來了
一條蟻路，令她很擔心螞蟻走進耳裡。耳水不平衡的
她，坦言個人很攰，坐長途車又會暈，又流汗，有時
還作嘔，坤哥就笑問是否懷孕。問到坤哥是否「經手
人」？嘉欣笑說：「黐線，我係傳統嘅人，一步步
來，計劃結婚才生 B，現在玩住人哋啲 BB 先。」她直
言現時不用開工便會去探陳凱琳（Grace）的 BB，
Grace 都很歡迎她們上去跟 BB 玩：「BB 現在三個月
大，識對住姐姐笑得好開心，我好鍾意錫 BB 隻手，
有時攰，收到 Grace 傳來 BB 相，覺得戀 B 好似好變
態，但係戀人哋個 B 。（BB 個樣似邊個？）一半一
半，BB遺傳咗父母好基因。」

何廣沛朱晨麗玉帛相見？
何廣沛透露劇中與朱晨麗有一場玉帛相見的場面：
「講我哋一個游水，一個沖涼，我游緊水撞到佢，我
都係第一次拍啲咁嘅場面。（可要露股？）如果露就
要練下。」他指與坤哥會將一間雜物房變做 Gym 房，
大家輪流去操肌，當拍攝騷肌戲份時會互相幫對方揼
脹少少才拍攝。問到緋聞女友朱晨麗對於他的身形有
何意見？何廣沛指她對坤哥的身形反而有意見，因坤
哥之前開個唱，所以已經收晒水很弗，而他對上一次
收水已經是很久之前的事，現在連睡覺的時間都沒

有。稍後他又會聯同《跳躍生命線》的演員前往馬來
西亞登台，但仍未有時間練歌。

▲龔嘉欣(左三)
稱近日累又作
嘔，被坤哥(中)
問是否懷孕。

◀朱晨麗特意前
來探班打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