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日，第三屆平遙國際電影展舉行的「沖
啊，女性電影人」學術論壇中，曾於柏林、
威尼斯、上海等多個國際電影節擔任評委的
陳沖談及自己的從影感受。
此前，女演員海清在第13屆FIRST青年電

影展閉幕式上發表關於「女演員中年困惑」
的言論，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國際影人陳沖
說：「之前有人問過我，當前中年女性電影
人遇到的困惑，沒有角色可以演。這的確是
一個問題，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感覺。」她認
為，如今不少劇本中關於中老年女性的角色
過於程式化、套路化，年齡帶給女性的那種
豐富應該是極為有趣的。
「電影是造夢的東西，不論在哪個年齡層

次，人的渴望和靈魂不變，有趣的人仍然有
趣。」陳沖說，年齡所提供給女性電影人的那

種豐富，若有機會呈現出來，一定非常有趣。
論壇中，陳沖從成名作《小花》到《末代

皇帝》，再到《紅玫瑰與白玫瑰》《太陽照
常升起》，她一一細數當年拍攝影片背後的
故事。
陳沖透露，自己對電影的激情是從《末代

皇帝》開始的。這部電影的拍攝過程用時八
個月，而陳沖參與的部分長達半年。

好導演能激發演員潛力
「在這半年中，我跟全世界最頂尖的藝術

家在一起工作，就這樣耳濡目染。這是對電
影的那份情感和愛，我不再逃跑了。」陳沖
現場回憶起電影《末代皇帝》導演貝納爾多
．貝托魯奇帶給自己的力量，也讓她第一次
感受到電影的詩意。
此後，陳沖帶着這份對電影的激情和實

踐中學到的東西，開始執導電影。「我這
次來平遙非常開心，也很喜歡跟年輕人一
起聊天。」陳沖談及自己的創作經驗時
說：「一個好的導演一定能激發演員的潛
力。我們每個人都有一種內在的力量，很
多時候自己不知道。而好的導演對你的理
解、關注和欣賞，讓你意識到自己的力
量，並將最好的東西呈現出來。」她說：
「一個人最重要的、最令人興奮的是，讓
你感受到自己成長的弧度。那個時候，是
最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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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各項榮譽也各歸其主。中國香港製片人施南生獲平遙國

際電影展「中國電影海外貢獻榮譽」，表彰其對電影事業的

貢獻。演員王學兵憑藉影片《海面上飄過的獎杯》獲得「費

穆榮譽」最佳男演員，影片《熱帶雨》的主演楊雁雁獲得

「費穆榮譽」最佳女演員。

陳沖談女演員中年困惑
認為英雄仍有用武之地

新華社電 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
學院（以下簡稱影藝學院）前日
宣佈，將有32部動畫片參加第92
屆奧斯卡獎最佳動畫長片獎項的
初選，三部中國題材的動畫片包
括國產動畫片《哪吒之魔童降
世》以及中美合拍動畫片《雪人
奇緣》和《白蛇：緣起》參與角
逐。
今年入選奧斯卡獎最佳動畫長片
初選名單的影片數量創下新高。根
據影藝學院的聲明，參評最佳動畫
長片類別的影片也可同時參加其他
類別的評選，如最佳影片等。
《哪吒之魔童降世》、《雪人奇

緣》、《白蛇：緣起》將面臨迪士
尼的《冰雪奇緣2》《玩具總動員
4》、夢工廠動畫的《馴龍高手
3》以及日本的《天氣之子》、法
國的《喀布爾的燕子》和西班牙的
《克勞斯：聖誕節的秘密》等諸多
強手的激烈競爭。
第92屆奧斯卡獎將於明年1月

13日公佈提名名單，2月9日在荷
里活杜比劇院舉行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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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薛家燕、王
梓軒、關楚耀及JW（王灝兒）昨日出席活
動，家燕姐獲頒發「敢創敢做演藝人至尊大
獎」，她笑說：「我在娛樂圈已做了61年，
能夠得到觀眾愛護和賞識，自己也要創出新
意念，像年輕時以七公主成名，之後有家燕
與小田，到復出有《真情》的好姨，《皆大
歡喜》的慈姑，還有家燕媽媽、《流行經典
50年》到現在的Captain Nancy！」
家燕姐表示她擁有小朋友觀眾，以前好

多人不願做阿媽的角色，她又有三個小朋
友，便想跟大家親切一點，就造就了「家
燕媽媽」這個品牌，到現在都好成功。家
燕姐笑指到後來的Captain Nancy，雖然香
港開始人口老化，自己年紀又大，但觀眾
就愈來愈後生，故她更加要用上無限創
意，下個目標將是產品發展：「我的仔女
叫我不要太操勞，而且家燕媽媽這個品牌
可以延續發展，便考慮在教育和食品方面
推廣到海外，現已構思製作肖像公仔！」
家燕姐又笑謂自己會坐享其成，但所得收
益都歸仔女所有。笑問會否想榮升做家燕
嫲嫲？家燕姐笑說：「想了很久，暫時未
有，也不好逼他們，我還是緊張大女多一
點。」想先做家燕婆婆？她笑答：「我兩
個女都未嫁，先做外母，但他們叫我休
息，那都要有些世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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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樂基
兒（Gaile）與半歲大兒子Hunter、馬
詩慧與女兒王麗嘉及Ana R.與女兒等
昨晚一同出席時裝品牌活動，樂基兒
偕兒子母子裝出現，即成為全場焦
點，來賓都圍着逗他玩，Hunter亦不
怕陌生人，面對鏡頭閃燈仍眼仔碌碌
表現得很好奇。
Gaile透露兒子到下周24號便滿半
歲，現重20磅、74厘米身長，也不算
太肥的BB。Hunter似見慣大場面沒一
點害怕，她笑說：「是呀，帶他出街
見到陌生人會主動望着，還會對人
笑，他幾外向，現在也是最好玩的時
間！」Gaile又指兒子會肯給人抱，只
要他望定了就可以，至於是否易湊，

她則指每日都不同，基本是易湊，但
像近日他開始出牙仔發燒，口又腫又
痛，晚上都睡不好，所以昨日帶兒子
出來也怕他會嘔奶，故有做好準備工
夫：「不過他喜歡出街，見到多人就
開心，大家看他也不怕閃燈，還不停
望實鏡頭！」
Gaile抱着Hunter拍照，所穿母子裝
看起來「餅印」般，她笑着說：「有
人講似有人講不似，但我看自己的BB
相又覺得好似，因為每日我對他最
多，爸爸要返工，不過出世時是似爸
爸的！」而昨日會偕兒子出席活動，
Gaile表示因為活動帶出不以動物皮毛
製造服裝，也不用食肉的訊息，可以
教育下一代，所以覺得很有意思，當

然適合才帶兒子出來。問現有否廣告
找兒子演出？Gaile指暫時未知，不過
兒子的確不怕面對鏡頭，表現得很自
然。提到昨日酬勞是否特別高？她
說：「也OK，都會全部給BB，幫他

儲起來！」現是否都有經常為BB拍照
留念？Gaile笑謂：「間中有影，我自
己都不常拍照，但也會影一些記住特
別的時刻，不過有些影像已在腦中記
住！」

母子檔出騷 樂基兒指兒外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王
浩信、張頴康與馮盈盈等人前晚錄影
《流行經典 50年》節目，近期想在
音樂上努力的王浩信，竟然選了兩首
女仔歌《至少還有你》和《到此為
止》獻唱，笑稱男聲唱女歌時，唱得
不好時不易被人察覺，而且他也很熟
悉這兩首歌。
王浩信透露已儲了六、七首劇集

歌，夠十首時就會提議公司出唱片，
所以他近期都勤練歌，希望可以出多
些新歌。提到太太陳自瑤少有地上載
泳衣照騷身材「派福利」給網友，問
到太太舉動有否嚇倒他，王浩信說：
「我知道，我有給相片讚好，沒有被
嚇倒。」
馮盈盈與張頴康「情侶檔」上節目，

張頴康表示會獨唱一曲《幾分傷心幾分
痴》，而馮盈盈就只會伴舞，問到盈盈
為何不展歌藝，她說：「因為我的歌聲
好神秘，是天籟之音，我驚我唱完之後
大家沒工作，都是為大家好。」

太太晒泳衣照 王浩信還讚好

獲前晚落下帷幕的第三屆平遙國際
電影展「榮譽之夜」上，中國

香港製片人施南生獲平遙國際電影
展「中國電影海外貢獻榮譽」，表
彰其對電影事業的貢獻。
平遙國際電影展藝術總監馬可．
穆勒在「榮譽之夜」現場說：「她
是中國電影的女俠，也是中國電影
的伯樂。她為華語片的推廣作出了
重要的貢獻。」
施南生說：「謝謝平遙國際電影

展授予我這個榮譽。」她表示，希
望能推動中國電影走出去，讓世界
上更多人通過電影了解中國，增進
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了解。
施南生昨日下午出席在第三屆平
遙國際電影展舉行的「施南生：南
生北上」學術論壇。施南生與觀眾
現場分享自己如何以國際視野推動
電影發展，並就各地電影產業的不
同進行分析。
施南生是著名電影人，資深經理
人、出品人、監製，出品過《英雄
本色》、《倩女幽魂》、《黃飛
鴻》系列、《新龍門客棧》等眾多
經典影片。近些年，她同樣拿出了
《狄仁傑》系列、《龍門飛甲》、
《智取威虎山》、《西遊伏妖篇》
等不俗的商業成績。

《熱帶雨》贏最佳影片
當晚，「羅伯托．羅西里尼榮

譽」最佳導演授予了影片《我們的
母親》的導演塞薩爾．迪亞茲，最
佳影片授予巴西影片《高燒》，評
審榮譽授予影片《日光之下》。
新加坡導演陳哲藝的影片《熱帶

雨》贏得「費穆榮譽」的最佳影
片，導演梁鳴憑藉《日光之下》贏
得「費穆榮譽」最佳導演。演員王
學兵憑藉影片《海面上飄過的獎
杯》獲得「費穆榮譽」最佳男演
員，影片《熱帶雨》的主演楊雁雁
獲得「費穆榮譽」最佳女演員。
由陳哲藝導演的電影《熱帶
雨》藉由女性視角，將新加坡社
會存在的華文教育缺失、女性身
份認同、中年婚姻危機等問題用
細膩的鏡頭語言娓娓道來。在
「榮譽之夜」現場，陳哲藝表
示，「其實在平遙國際電影展中
獲得的觀眾回饋，已經讓我們很
感動了。影片中有許多細節，展
示不同的層次。希望更多中國觀
眾看到我們的作品。」
王學兵表達了獲得「費穆榮

譽」最佳男演員的激動之情。他
說：「在電影中，我飾演了一
個失敗者，但今天我卻拿到了
獎杯。這座獎杯其實是給所有
在成功道路上前行的失敗者
的獎勵。」
影片《熱帶雨》的主演楊
雁雁說：「這個角色對我而言
是很大的挑戰。我得『捏碎』我自
己，投入到角色裡邊去找尋她，這
個過程非常痛苦，但有很大收穫。
謝謝導演帶着我去冒險。」
「費穆榮譽」由費穆家人授權

賈樟柯藝術中心於平遙國際電影
展組織及統籌，旨在傳承並光大
費穆導演的精神，鼓勵並獎勵優
秀華語影人，促進華語電影藝術
發展。

▶王浩信透露
近期勤練歌。

▼馮盈盈為張
頴康伴舞。

王梓軒王梓軒 薛家燕薛家燕

■■樂基兒囝囝面對鏡頭眼仔碌碌樂基兒囝囝面對鏡頭眼仔碌碌。。 ■■Ana R.Ana R.帶女兒一同出席帶女兒一同出席。。

■導演賈樟柯(左)為演員陳沖(右)主持學術論
壇。 中新社

■■施南生獲施南生獲「「中國電影海外貢中國電影海外貢
獻榮譽獻榮譽」，」，表彰其對電影事業表彰其對電影事業
的貢獻的貢獻。。 中新社中新社

■■楊雁雁楊雁雁((右二右二))獲得獲得「「費穆榮譽費穆榮譽」」最佳女演員最佳女演員。。中新社中新社

■■王學兵表示在電影中飾演了一王學兵表示在電影中飾演了一
個失敗者個失敗者，，但他卻拿到了獎杯但他卻拿到了獎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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