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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獲得四個大獎
能獲得四個大獎，
，
高志森感到：「好
威，很開心
很開心。」
。」

香港文匯報訊 由高志森丶梁柏豪聯合導演
由高志森丶梁柏豪聯合導演，
， 胡杏兒
胡杏兒、
、 郭羨妮
郭羨妮、
、
曾江、
曾江
、龔慈恩等主演之香港電影
龔慈恩等主演之香港電影《
《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
．芳華絕代—拾芳
芳華絕代—拾芳》，
》，
於加拿大「
於加拿大
「第 7 屆溫哥華華語電影節
屆溫哥華華語電影節」
」共奪 4 大獎項
大獎項，
，包括胡
杏兒獲年度最佳女主角獎、
杏兒獲年度最佳女主角獎
、 郭羡妮獲新銳人氣獎
郭羡妮獲新銳人氣獎、
、
高志森與梁柏豪獲年度最佳導演獎，
高志森與梁柏豪獲年度最佳導演獎
，及
影片獲年度最佳粵語片獎。
影片獲年度最佳粵語片獎
。

《拾芳
拾芳》
》華語電影節獲四大獎

胡杏兒 溫哥華封影后

多謝梅姐

華 語 電 影 節 （Vancouver Chinese
溫哥Film華 Festival)是加拿大主流的電影節之

一，中國本土之外最具影響力的國際華語電影
節之一，聚焦海內外華語電影人及電影作品，
成功打造展映華語電影及展示中國文化。因為
溫哥華華語電影節具有影響力，所以《拾芳》
能獲得四個大獎，導演高志森說：「好威！最
重要是胡杏兒得獎，她剛生完 B，又在此得最

佳女主角獎，我在此恭喜她雙喜臨門。我在頒
獎禮前曾問過胡杏兒過不過溫哥華？她說坐月
和湊 B 不能出席。行紅地毯時我又問她一次，
如果她得獎，有什麼話託我講？她寫了一段文
字給我，託我代她領獎後讀出來。」

感激高志森邀請演梅姐
胡杏兒致謝詞內容如下：「Sorry 導演，剛剛

要湊仔，如果真係的話，當然希望你代領，最
希望可以多謝導演你搵我做這個角色，還有芳
心薈所有的代表，Amy 的真身 Ann，同我講述
佢之前同梅姐的一點一滴，最後當然想多謝梅
姐。」其實胡杏兒拍這套電影時沒有想過會獲
得任何獎項，有得參與已經很開心，很榮幸海
外觀眾可以看到這部戲。胡杏兒獲獎後接受訪
問，再次多謝高志森找她演出戲中角色，她很
崇拜梅艷芳，從沒有想過在自己的演藝生涯
中，可以和梅艷芳有如此近距離的合作，多謝
歌迷會支持。

■高志森覺得
高志森覺得「
「年度最佳粵語片
年度最佳粵語片」
」獎呼應了大灣區以香港人才和電影經
驗，為發展大灣區粵語片事業帶來非常大的鼓勵性
為發展大灣區粵語片事業帶來非常大的鼓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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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發展大灣區粵語片
高志森和梁柏豪繼「中美電影節」之後，再
下一城獲「年度最佳導演獎」，高志森有錦上
添花感覺。「多謝和我聯合導演這部片的梁柏
豪。另外，得到『年度最佳粵語片獎』也是很
重要的。國家發展大灣區，希望大灣區成為電
影製作中心，重點發展電影產業，藉製作、選
材，粵語片有機會在大灣區重生。粵語是嶺南
文化，《拾芳》今次取得最佳粵語片獎，意義
很特別，這個獎呼應了大
灣區以香港人才和電影經
驗，為發展大灣區粵語
片事業帶來非常大的鼓
勵性。」

■ 胡杏兒多
謝高導演找
自己演梅艷
芳。

■郭羡妮憑
郭羡妮憑《
《拾芳
拾芳》
》
獲新銳人氣獎。
獲新銳人氣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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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蔚被 2 個仔「激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周家蔚和兩名兒
子、蔣怡和老公翁狄森及女兒昨日出席沙田龍華酒店
八十載活動，並在許願樹下剪綵祈福，貝安琪母女檔
炮製一條微電影片段《一棵心中的許願樹》宣傳三代
同堂，更與老闆夫婦一起分享三代同堂的趣事。
家蔚見到現場有兩個三代同堂的家庭，她表示：
「如果老爺老公一家人在港，我們都經常見面，兩個
兒子開始長大，他們懂得以視像和家人親友溝通，趁
放暑假都有叫身邊姐妹帶同小朋友來我家玩，所以兩
個仔嚷要Auntie電話，可以直接約他們玩。」
家蔚透露兩個兒子已經開學，但就被他們分別「激
親」。周家蔚說：「過去一星期都有接細仔放學，細
仔見到我竟然扁嘴同失望，兼且發脾氣，因為他想放
學同個女同學搭火車，我聽到好 hurt，做阿媽想個仔
見到你接放學會好開心，但就完全另一回事，而哥哥
就會諗定每日放學約邊個同學玩，我會話暑假時已經
去了旅行，現在要專注學業，佢竟然話係爸爸帶佢哋
去玩，因為是爸爸畀錢，我即刻同佢講道理。」月底
生日的家蔚指老公天明答應回港一起慶祝。

■ 蔣怡與丈
夫翁狄森的
5 歲女兒翁
容愈大愈
靚女。
靚女
。

林淑敏驚喜現身許家傑生日會
林淑敏
驚喜現身許家傑生日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許家傑（Jack）在處境劇
《愛回家之開心速遞》中「送
水輝」一角令其名氣大增，上周
五16日是他36歲生日，一班粉絲
特地在前日為他舉辦派對補祝，
「大小姐」林淑敏帶同《愛》劇演員
鄭世豪、陳偉琪和阮政峰現身祝賀送
驚喜。
Jack 雀躍謂：「今年大家好有心幫我搞
生日會，真係好開心！其實今年是我入行
十周年日子，這次小小聚會亦是多年來第
一次搞粉絲聚會，別具意義，平時同粉絲
見面只限於公開活動，今次真正近距離接

難忘陳紫蓮事事為自己緊張
說到「港姐之母」陳紫蓮（Rosa）因癌症病逝，家
蔚表示：「很突然，覺得好可惜，也是昨(前)日先
知，個心好唔舒服，對上一次見到佢已經好耐，佢好
錫我，事事為我緊張。以前經常說笑話若然 Rosa 過
來拍你手踭即係有說話跟你講，她都惡的，但出於好
意，好似我選港姐經常睡過頭遲到都俾佢鬧，佢見到 ■ 家 蔚 透 露 兩 個 兒 子 已 經 開
我喊覺得我知錯能改，之前見我結婚都好安慰，好似 學 ， 但 就 被 他 們 分 別 「 激
親」。
媽媽一樣錫我。」

觸，感覺好溫暖，除了逐一解
答他們問題及聽取他們意見，
最搞笑是一齊重演《愛回家》
劇情，大家都好盡興！」
最令壽星驚喜的是好拍檔林
淑敏現身，更帶同鄭世豪、陳
偉琪和阮政峰一齊到賀，「細
龍生」世豪和「細龍太」陳偉
琪捧住蛋糕現身，世豪更主動
向 Jack 獻 吻 ， 認 真 「 好 兄
弟」。Jack說：「其實我安排淑 ■許家傑36歲生日，粉絲為偶像舉行生日會。
敏到來，原本想畀班粉絲一個驚喜，沒想 錫我，希望將來可以繼續努力，無論《愛
到佢叫晒咁多藝人朋友一齊來，真係超級 回家》或者其他劇都拍出更好作品，亦想
驚喜，有種受寵若驚感覺，多謝大家都好 生命影響生命，向粉絲發放正能量。」

第25屆薩拉熱窩電影節開幕

新華社電 第25屆薩拉熱窩電影節日前開幕，來
自 56 個國家及地區的 270 部影片參展，創下歷史新
高。開幕式當晚在薩拉熱窩國家劇院舉行。波黑女
導演塔諾維奇執導的《兒子》為本屆電影節開幕
影片。影片講述一名被領養的高中生的成長故
事，揭示波黑戰爭留下的創傷以及當代薩拉熱
窩人的生活處境。
本屆電影節的「薩拉熱窩之心榮譽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授予波蘭導演帕夫利科夫斯基與墨西哥導
思穎）貝安琪一家三口和媽
演伊尼亞里圖。
咪劉香萍昨日出席活動，貝安
■帕夫利科夫
琪透露首次為微電影寫劇本，
斯基在開幕式
分別於洛杉磯、香港及德國三地
上發表獲獎感
取景。問到會否讓兩歲大囝囝在幕
言。 新華社
前演出，她表示不介意，但現時要返
學，已經安排他學五種語言，分別有廣
東話、普通話、英語、德文和法文。至
於會否再追小朋友，她表示好想追個女，
老爺都有催再追，我隨時準備好，但仍後
生，沒有壓力。

貝安琪安排囝囝學五種語言

■ 貝安琪一家三
口和媽咪劉香萍
一齊出活動。
一齊出活動
。

■許家傑生日會
許家傑生日會，
，大小姐林
淑敏(右)也有現身
淑敏(
也有現身。
。

華記插爆張堅庭
香港文匯報訊 導演張堅庭日前在網上
平台指責香港警察在赤鱲角機場差點向
示威者開槍，會害到香港遺臭萬年一
事。有撐警人士(華記)就駁斥張堅庭不知
道當時個警察被幾十個示威者嚴重襲擊
不特止， 當時有個警察已被示威者打到
唔拔槍唔得，而最慘是拔槍前個警察紮馬，被暴徒用衝力射球大力抽上去
踢中要害， 個警察去泌尿科睇，更可能影響日後生育能力。他怒斥：「
香港警察為香港市民服務，攞兩萬蚊人工，包唔包畀人拆祠堂？ 點解張
堅庭睇唔到呢個暴徒，唔該擘大眼，聽日去探呢個警員，同佢道歉。」
他又重申警員拔槍只是想警告示威者停止攻擊， 但就被張堅庭講到香港
警察和胡亂開槍。華記又稱最心痛是香港機場被暴徒佔領後，有媒體竟指
班暴徒護送傷者出去時被警察圍堵。
張堅庭昨日再在其社交網上留言辯解：「在我的頻道，我講述了雙方衝
突在電光火石之間如果有失誤，子彈飛出來了，先不論誰的責任，但整個
香港會為此跌入深淵，我相信任何不同政見的人都不願見到這狀況。我並
強調青年有三種責任，對自己、對朋友、對家人，不可亂衝，不可使用暴
力。我有責任在香港最艱難時刻提醒大家，以和平理性相待。對家人，除
了愛還可以有什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