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冬雨被視為強勁對手。

■■ Sammi以兩部戲入圍角逐影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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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
鄭秀文（Sammi）憑主演的《花
椒之味》獲提名最佳女主角，此
外 Sammi 亦憑《聖荷西謀殺
案》入圍最佳女主角，而Sam-

mi已是6度提名金像獎，今次以兩部戲入
圍角逐影后，本來大有機會問鼎影后，但
不知會否因此分薄了票數，加上一出道已
成影后的周冬雨做對手，定有一番激烈競
爭。至於出自「首部劇情片」計劃由鄧麗
欣主演的《金都》，以及低成本製作、女
主角蔡思韵《幻愛》均獲網民喜愛。
另外，蔡卓妍（阿Sa）憑《聖荷西謀殺
案》入圍「最佳女配角」，正身處外地工
作的阿Sa說：「感恩！好開心能夠遇到一
個好好的導演、兩個好好的對手，以及一
個好好的團隊，亦都恭喜Sammi提名最佳
女主角，好開心，希望大家都身體健
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梁靜儀）第39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昨日公佈提名名單，
今屆有香港電影17部及亞洲華語電影3部角逐
共19個獎項。其中由曾國祥執導、易烊千璽
及周冬雨主演、以校園暴力為題材的《少年的
你》榮獲12項提名，囊括最佳電影、最佳導
演、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女主角等提名，成為最
多提名的電影，曾國祥早前更憑該片獲得香港
電影評論學會最佳電影及最佳導演獎，周冬雨
亦先拔頭籌奪得澳門國際影展最佳女主角，今
次曾國祥與周冬雨再度獲獎勝算大增。
由曾國祥執導的電影《少年的你》，總共

有12項提名，當中包括最佳電影、最佳導
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等，劇組對此回
應：「今次電影獲得多項提名，就是對《少年
的你》台前幕後的鼓勵，感謝各位的肯定。」
而曾國祥太太王敏奕得知這個喜訊後，亦有拍
片恭賀劇組，片中的她激動得眼濕濕地說：
「好開心呀。」又留言稱相信最近大家都需要
花很多力氣去面對生活，一切都盡在不言中。
亦因為這些挑戰令到任何的快樂都會覺得分外

感恩！

姜皓文體檢收穫驚喜
以郭富城掛帥的社會題材電影《麥路人》早已
口碑載譽，今屆共獲得10項提名排於提名榜三甲
位置，城城放下俊朗身段演繹潦倒金融才俊入型
入格，戲中串連兩位同時入圍最佳男配角的張達
明和萬梓良，前者演繹流浪漢造型神似，後面兩
人一貫演技精湛，為電影掀起高潮，均是大熱人
馬。同是影帝的古天樂憑警匪片《犯罪現場》入
圍男主角，勝算稍低。至於憑《金都》入圍提名
的新人朱栢康，與《少年的你》中演出獲讚賞的
易烊千璽均是黑馬之選。
郭富城再獲提名最佳男主角，對入圍表示抱

平常心：「好開心知道《麥路人》有10項提
名，對劇組來說一定係好大的鼓舞。大家用心
拍了一部關心社會議題的電影，係好唔容易，
今次得到10個提名，證明大家所付出的努力係
值得。」他稱當下最希望世界早日平安。
再度入圍最佳男主角的古天樂回應稱：

「平常心，入圍已經好開心，最希望大家身體
健康。」同樣是再次入圍「最佳男配角」的姜
皓文，收到喜訊時正在檳城一間醫院做例行
body check，他開心說：「收到呢個驚喜，真
係相當驚喜！今年冇想過會有提名，因為今年
嘅電影作品唔多，本已打算留在家中看頒獎
禮，想不到大家會喜歡我這個角色。好多謝所
有鍾意《犯罪現場》嘅所有朋友、好多謝導演
馮志強，每一次為我度身訂做一個角色都有驚
喜、多謝老闆古天樂、多謝片中所有演員對
手、多謝金像獎大會。」

《少年的你》獲12提名最威
易烊千璽越級挑戰城城古仔爭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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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冬陞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尚未有減退跡
象，而金像獎頒獎禮要於4月下旬舉

行，但從搭景到現場頒獎，牽涉超過400人參
與，而且之前開會口罩也買不到，大家都已
冒着風險。所以上周董事會通過，決定首先
暫停原有的頒獎禮方式。
同時評審看片也遇到問題，金像獎第一輪

投票是可以經郵寄方式，候選名單出來第二
輪投票會隨即進行，需要睇候選電影，但卻
遇上問題，因為以往會安排電影資料館和古
天樂劇院給予行家「睇片」，但如今均已封
館，所以要盡快與所有片主商量，看是否給
影碟予評審看片，或是利用科技放上網給密
碼看片。相信「頒獎禮」亦能趕及於5月上旬
舉行到。

盼趕在5月上旬頒發
爾冬陞解釋即使頒獎禮在文化中心或改於

九展舉行，大會也無法掌握環境狀況，亦由
於牽涉ViuTV（轉播）及其他贊助商問題，
曾經考慮改為錄播，但名單上牽涉海外入圍
演員，故這星期會再跟創作、製作小組及監
製各單位制訂好方案再公佈新的頒獎禮形
式。
問到錄播形式進行的話，獎項會先頒到得

獎者手中還是現場頒發？爾冬陞回應說：
「這都是很細節的問題，我們當然希望保
密，但好困難，錄影時也要給得獎人知道，
也要考慮到候選人的意願，加上使用場地也

可能遇到困難，也要想辦法減少參與的工作
人員，不想聚集太多人，所以仍要繼續開會
處理這事情。」
問到處理今次事宜是否對自己是大的考

驗？爾冬陞指當年沙士一屆應是張同祖負
責，當時是有繼續主辦。他謂：「我面對的
問題是籌備時有太多人參與，要開無數的會
議但又好難去進行到，所以希望多10日去開
會才能定出方案。」
今屆提名名單中內地演員包括周冬雨和易

烊千璽（少年的你）等入圍男、女主角，要
是二人得獎都有機會不能入境來領獎，他
說：「會呀，會有這問題發生，現在都在想
方法，而第二輪投票結果，最早也要在4月3
至5號，其實還有一些時間，即使要進行錄影
拍攝也會在4月初才開始，所以未能轉達到方
案如何。」
會否將頒獎禮再順延舉行？爾冬陞表示原

則上明年是金像獎40周年，所以不想拖延到9
月、10月這些太後的日子，票盡快投，獎照
頒，只是看以怎樣的形式去舉行免阻礙明年
的籌組，會盡量趕於5月上旬舉行。

金像獎無財力買口罩派
往年金像獎主題都在於關心社會方面，今

屆會否仍有一些行動例如搜購口罩去送予市
民？爾冬陞坦言金像獎有做「金像同行」的
環節，但現所面對的問題是不希望參與籌組
的人，甚至出外拍攝會感染到疫症：「我都

提出過，大家亦理解，金像獎財政上不是很
多錢的，自己開會也買不齊，點去買口罩給
人，還是盡我們能力範圍以內去考慮是否做
得到！」
而之前籌備了的項目現要取消，會否造成

損失？爾冬陞透露也小部分不算太多，籌組
開始時動用了一些資金影響不大，也立刻叫
停了，再拖便會損失好大，暫時都接受得
到。
又問到要是疫情未受控嚴重到錄播也不行

是否會有其他方案？爾冬陞答謂：「我們也
有想過最麻煩的方案，但當然不希望有這樣
的事發生啦，在維持原則下，這是一個工業
獎，我們今年投票人數去到1,475人，多了89
位選民，投票率是低了一點，去年是
66.44%，今年是60.63%，但這數字也不算
低，而作為一個工業獎，投完票也應該將獎
項頒給得獎人，無論怎樣，對他們的這份鼓
勵也要畀出去。」每年金像獎的場刊今年仍
會照出，主要是不想中斷想留下一些文獻，
主要特別的獎項包括終身成就獎和專業精神
獎，都會在安全情況下進行拍攝。
談到目前電影界正步入寒冬期，會否跟業

界開會看有何對策幫助業界？爾冬陞表示知
道電影工作者總會方面開始跟各大屬會商
討，以及聽聞會跟政府有關部門開會，但他
卻不敢肯定，故要諮詢清楚總會方面，因金
像獎沒跟進這方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阿祖）第3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提名名

單昨日公佈，但礙於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擴散，金像獎董事局通過連

日開會商議，決定取消既往於文化中心現場公佈提名名單，改發電

郵方式將入圍名單公開。而金像獎主席爾冬陞昨日更透過電話會議

形式與傳媒對談，表示因目前疫情尚未明朗化，為避免風險，原定

4月19日於文化中心舉行、有台前觀眾以舞台形式的實體頒獎禮今

屆將不會舉辦，成為39屆以來首次因疫症影響下取消的金像獎實體

頒獎禮。大會希望將獎項送到得獎者手中，正考慮或以錄播形式，

又或參考電影評論學會先公佈得獎名單之後再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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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部分入圍名單

最佳電影

1. 《少年的你》
2. 《叔．叔》
3. 《花椒之味》
4. 《麥路人》
5. 《新喜劇之王》

最佳男主角

1. 易烊千璽《少年的你》
2. 古天樂《犯罪現場》
3. 太保《叔．叔》
4. 朱栢康《金都》
5. 郭富城《麥路人》

最佳女主角

1. 周冬雨《少年的你》
2. 蔡思韵《幻愛》
3. 鄭秀文《花椒之味》
4. 鄧麗欣《金都》
5. 鄭秀文《聖荷西謀殺案》

最佳男配角

1. 姜皓文《犯罪現場》
2. 盧鎮業《叔．叔》
3. 張達明《麥路人》
4. 萬梓良《麥路人》
5. 張琪《新喜劇之王》

最佳新演員

1. 易烊千璽《少年的你》
2. 劉俊謙《幻愛》
3. 區嘉雯《叔．叔》
4. 鄂靖文《新喜劇之王》
5. 李宛妲《葉問 4完結篇》

最佳攝影

1. 余靜萍《少年的你》
2. 司徒一雷《幻愛》
3. 謝忠道《犯罪現場》
4. 葉紹麒《花椒之味》
5. 鄭兆強《葉問 4完結篇》

最佳剪接
1. 張一博《少年的你》
2. 羅永昌、鄒耀衡《犯罪現場》
3. 張叔平、陳序慶《叔．叔》
4. 張叔平、鍾家駿《金都》
5. 張嘉輝《葉問 4完結篇》

新晉導演

1. 文偉鴻《使徒行者 2諜影行動》
2. 黃綺琳《金都》
3. 黃慶勳《麥路人》
4. 梁國斌《獅子山上》
5. 卓翔《戲棚》

最佳視覺效果

1. 潘國瑜《中國機長》
2. 譚啟昆、吳家龍、鍾家豪、楊

起超《使徒行者 2謀影行動》
3. 徐建、魏明、李帥《征途》
4. 黃宏達《烈火英雄》
5. 余國亮、馬肇富、梁偉民、何

文洛《掃毒 2天地對決》

最佳動作設計

1. 黃偉亮《犯罪現場》
2.錢嘉樂、錢家班、黃偉輝、鄧瑞華、
吳海堂《使徒行者2諜影行動》

3. 董瑋《征途》
4. 韓平、吳海堂《掃毒2天地對決》
5. 袁和平《葉問 4完結篇》

最佳美術指導

1. 梁鴻鵠《少年的你》
2. 陳七《犯罪現場》
3. 張兆康《花椒之味》
4. 文念中、利國林《麥路人》
5. 麥國強《葉問 4完結篇》

最佳女配角

1. 區嘉雯《叔．叔》
2. 賴雅妍《花椒之味》
3. 鮑起靜《金都》
4. 劉雅瑟《麥路人》
5. 蔡卓妍《聖荷西謀殺案》

最佳導演

1. 曾國祥《少年的你》
2. 周冠威《幻愛》
3. 楊曜愷《叔．叔》
4. 麥曦茵《花椒之味》
5. 葉偉信《葉問 4完結篇》

■■ 1919歲的易烊千璽歲的易烊千璽
憑憑《《少年的你少年的你》》挑挑
戰影帝寶座戰影帝寶座。。

■■ 古天樂憑古天樂憑《《犯罪現犯罪現
場場》》入圍最佳男主角入圍最佳男主角。。

■■ 城城在城城在《《麥麥
路人路人》》演繹流浪演繹流浪
漢造型神似漢造型神似。。

■■盛大的金像獎實體頒獎禮今盛大的金像獎實體頒獎禮今
年將會歷史性取消年將會歷史性取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少年的你少年的你》》獲獲1212項提名項提名，，曾國祥認為是曾國祥認為是
對台前幕後的鼓勵對台前幕後的鼓勵。。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蔡卓妍蔡卓妍《《聖荷西謀殺案聖荷西謀殺案》》

■■姜皓文姜皓文《《犯罪現場犯罪現場》》

■■袁和平袁和平《《葉問葉問 44完結篇完結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