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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杰倫私人飛機送昆凌到康城走紅氈

評審主席趁開幕
轟特朗普無知

■影展常客
鞏俐透視誘
惑迎戰。
惑迎戰
。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儀雯）第 72 屆
康城國際電影節於當地時間 14 日晚揭開序
■前少女時代
成 員 Jessica
因裙子太重，
要人幫手抬住
條裙上樓梯進
場。 新華社

幕，明星、演員們以不同風格的打扮走紅
地氈，開幕式結束以後則以開幕影片《喪
屍未逝》展開了一連 12 天的電影盛事。周杰倫更特意陪伴太太昆
凌搭乘私人飛機抵達現場。

■劉濤大騷長腿
劉濤大騷長腿，
，十分誘人
十分誘人。
。

■ 主競賽單元評委
主競賽單元評委，
， 21
歲的 Elle Fanning 打扮簡
潔不失華麗。
潔不失華麗
。
新華社

■荷蘭超模羅蜜史戴的低胸裙搶去不少
風頭。
風頭
。
法新社

本屆康城影展的評審團
隊由墨西哥導演艾力
謝 路 依 拿 力 圖 （Alejandro
Gonzalez Inarritu）率領，團
隊成員還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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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
艾力謝路在開幕電影播放之前，趁
着致辭的時候對現時美國與墨西哥邊
界問題表達不滿，他認為這或引起
「另一次世界大戰」。他又接着說：
「問題是現在所發生的是種無知」。除
了在政治上發聲以外，他還針對全球暖
化現象表達強烈不滿，「世界在融化，
掌權者還以憤怒和謊言捏造事實，然後讓
人們相信那些都是真正的事實。」

劉濤譚晶鞏俐走紅地氈

■昆凌與王學圻為新片在
康城紅地氈造勢。
康城紅地氈造勢
。新華社

昨日兩岸的明星陸續抵達康城，開幕走
紅地氈的有中國內地演員劉濤、歌唱家譚
晶、台灣的昆凌。當中出現新面孔，在《延
禧攻略》裡面「高貴妃」身邊的丫鬟「芝
蘭」施予斐，同時也有影展的常客鞏俐以及
其他亞洲女星走紅地氈。
身穿白色蕾絲高訂連身裙的鞏俐一如既往

10 萬港元可成焦點
網紅奇裝異服行紅地氈

在今年的康城影展紅地氈上，出現一眾穿
着大膽、以奇裝異服示人，務求吸引國際媒
2 體眼球的網紅。她們絕大部分根本就不在乎
$
攝影師有沒有在捕捉她們，依舊自信十足擺
出誘人Pose。
走上紅地氈，一身純白色配上薄紗的打扮，還
網上消息稱，一班網紅能夠出席行紅地氈，當中可
有及地的披肩讓她顯得特別飄逸和亮麗。佩
能是用金錢買回來的。微博上就爆出今年紅地氈的
戴的珠寶也與她當天的服飾非常匹配，氣
價格，在開幕式的紅地氈上有分三種不同等級的席
勢十足。
位，而且每一位席位的價錢均不同，一等席位約 16
首次登上康城影展紅地氈的內地演員劉濤
萬港元、二等席位約 11 萬港元、三等席位約
可謂艷驚四座，她以白色Deep V高開衩裙出戰，
10 萬港元，就有得行這一條長達 60
胸前同腰間的金色貼花設計為禮服增添復古感，
米的國際紅地氈，無疑康城影展
再佩戴CHOPARD珠寶，貴氣優雅。
已經變了質。
Jessica公主打扮現身
除此之外，電影節期間的紅
地氈同閉幕式的紅地氈價錢亦
昆凌以簡單大方的造型首次現身康城
同分為一、二、三等席位，不
影展，據了解，她身上的黑色露肩禮
過價錢就比開幕式便宜得
服是由內地設計師王培沂所設計，配
多。
搭上項鏈和耳環，以及簡單的妝容
就好似電影節期間的
和髮型，散發個人魅力，非常吸
紅地氈，一等席位只需約
睛。當天，其丈夫周杰倫特意陪伴昆
8 萬港元，三等席位亦只
凌搭乘私人飛機抵達現場，非常讓人羨
是約 6 萬港元，閉幕式的
慕。
紅
地氈最貴亦只是約
韓國前少女時代成員 Jessica 以一身公
108000 港 元 ， 最 便 宜 約
主的打扮現身紅地氈，展現出少女甜美的
84000 港 元 。 對 網 紅 來
氣質，晚裝的周圍有羽毛圍邊，在隆重
講，相信「一夜成名」重
的場合展現一種輕盈、自在的感覺。
要過金錢，她們能夠付錢
在《延禧攻略》裡面「高貴妃」身邊
出席則已代表她們有財，金
的丫鬟「芝蘭」施予斐亦有來到現場，
錢絕不是問題。
身穿低胸肉色長裙，擺出雙手叉腰的姿
■艾力謝路趁着
艾力謝路趁着致辭
致辭
勢給在場的人拍照。除了《延禧攻
的時候對現時美國與
略》，施予斐亦曾經參演《人魚帝國》
墨西哥邊界問題表達
■ 這位網紅中門大開去吸引攝
扮演美人魚而被大眾所認識。
不滿。
不滿
。新華社
影師注意。
影師注意
。
法新社

校長（譚詠麟）做嘉賓，想不到他一直有留意我們，
等我們跟校長多踢波，混熟後才邀請對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陳嘉桓(Rose)與洪永
城女友梁諾妍等人昨日出席世界女排聯賽啟動禮，
同時為正日生日的鄺芷凡慶祝。個子高大的 Rose 表
示從沒有接觸過排球，但會欣賞排球比賽。而梁諾
妍就從小開始玩排球，只是近年少打了，因為難約
齊一班波友。笑問梁諾妍現在約男友洪永城拍拖吃
飯，比起約朋友打排球更容易，她笑道：「我自己
一個食多，他有其他工作做，我都要忙為慈善機構
工作，是我沒空陪他。」梁諾妍又稱如有時間都會
跟男友一起做運動，例如會一起跑步，或者去新的
健身室玩新器材。笑問誰的體能較好時，梁諾妍稱
男友努力追趕中，幸好他本身都有打籃球的習慣。

■陳嘉桓及梁諾妍等為生日的鄺芷凡
陳嘉桓及梁諾妍等為生日的鄺芷凡（
（左二
左二）
）慶
祝生日。
祝生日
。

軒仔爆「火龍果」出場費貴

■《第一屆粵港澳大灣區青年歌唱比賽》發佈會，中
聯辦宣文部副部長王凱波、亞視大中華區副總裁劉柏
亨、夏韶聲、天堂鳥等出席。

梁諾妍稱洪永城體能未夠好

天堂鳥感激夏韶聲指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夏韶聲與組合天堂鳥
昨日到亞視大埔總台出席《第一屆粵港澳大灣區青年
歌唱比賽》發佈會，大會請來中聯辦宣文部副部長王
凱波出席，並由亞視大中華區副總裁劉柏亨公佈比賽
準則和流程。
支持歌唱比賽的夏韶聲未確定會否擔任比賽評判，
以他曾在全國做過眾多歌唱比賽評判，最重要是參賽
者唱得好聽，笑指如揀他的歌來唱不一定會高分，因
為試過有參賽者選唱他的經典歌《交叉點》，最後結
果沒有勝出，因表現差還叫參賽者只能回家唱給媽媽
聽。
2015 年參與內地歌唱比賽的天堂鳥，表示當時的
評判正是夏韶聲，感激對方有指出他們的缺點和分享
外星人消息，幸好他們最後能打入五強。問到會否替
第一屆比賽做嘉賓踢館，他們笑稱不敢，萬一輸掉會
十分尷尬。至於 11 月舉行首次演唱會，天堂鳥透露
已在籌備歌單，說：「因為我們的歌不多，所以到時
都會唱其他前輩的歌，騷肌肉都少不了，我們都想請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
張敬軒、姜濤、
王麗嘉、曾樂彤
及李靖筠昨日到
中環出席品牌活
動，吸引到逾百
名粉絲圍觀，其
間不時有粉絲大
叫姜濤及軒仔的
■張敬軒笑言個
名字。
個都叫佢「
個都叫佢
「火龍
早前化身「火
果」。
龍果」惡搞容祖
兒的軒仔自爆原本大會想他以「火龍
果」造型出現，但為免新人會囂，而且
「火龍果」出場費貴過張敬軒，所以會
以獨立角色出來。軒仔又笑言自從「火
龍果」片段播出後，其他人都叫他做
「火龍果」，感到很開心，創造了這個
話題出來，看看可有人找他做火龍果代
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