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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2020香港小姐競
選》決賽將於8月30日舉行，昨日無綫開記者會公
布海外佳麗入圍名單，分別是張盈悅和謝嘉
怡，16位本地佳麗連同兩位海外佳麗共18位
入圍佳麗「齊人」會晤傳媒，大會安排18
位佳麗分組進行限時速妝挑戰，由即將
卸任的港姐冠軍黃嘉雯擔任評判，結果
選出陳楨怡、侯嘉欣、何孟珊這組獲
勝。
賴琦媛（IVY）被問到吸煙丟煙
頭出窗外的欠公德行為，平日
「傲氣」的她明顯收斂，並公開
向大家道歉，她表示：「自己
這件事覺得好慚愧，大家看到
不好的一面，好對唔住支持我
和身邊的人，現在經一事長
一智，已下決心戒除不良嗜
好，我會戒煙。」但當問及

是否被高層訓話時，她未有正面回應：「這幾日港姐行
程緊湊，都有提點我。（面對面訓話？）有同我講下，
提點下，總之我會戒煙，以健康形象見大家，而且健康
是自己的。（丟垃圾？）我對唔住大家，對唔住環境，
以後會愛護環境，不會再有這些事發生。」
問到經常做柴可夫的同一位男士，是否男友時，她

表示對方是親戚，而她現時是單身沒拍拖。有網友指
IVY爸爸是當警察，對此，她否認說：「我爸爸並非
從事警察行業，或者我有親朋戚友從事這行業，這個
真的不清楚，雖擔心家人被起底，但也阻止不到網
民。（如何挽回形象？）我承諾一定會戒掉不良嗜
好，繼續努力做好自己，用時間證明出好成績。（有
否講粗口及其他懷習慣？）沒有，只是夜瞓。（仍抱
有信心或是打定輸數陪跑？）我會努力，問心無愧便
足夠。」
張盈悅和謝嘉怡兩位海外佳麗首次正式公開露面，

前者外貌遜色，個子不高，表現緊張，張盈悅受訪時
透露：「好緊張又興奮，因第一次到來不知現場有多
少人，擔心會有預料不到狀況發生，好似着高跟鞋驚
企不穩和跌膊。」而謝嘉怡同樣有點緊張，不過她指
其他佳麗好友善，大家聊天放鬆心情。
黃嘉雯首次跟18位佳麗見面，覺得他們很平均，表
現淡定，長得好高，個人心得是要以平常心面對，也
要開始為才藝表演做準備。因她與佳麗相處時間尚
短，暫時談不上有任何心水。說到賴琦媛抽煙影響港
姐形象，她認同公眾人物需做好榜樣，要用正能量去
感染大家。
陳楨怡、侯嘉欣、何孟珊在限時速妝挑戰中勝出，

更擺出一個迷
人甫士。對於
IVY食煙，跟
她熟稔的侯嘉
欣謂：「有叫
佢加油。」陳
楨怡覺得最重
要保持正面心
態，做好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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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無綫
電視將安排由森美、
黃翠如、江嘉敏及譚
凱琪等主演的劇集
《過街英雄》緊接
《迷網》播出。近日
網上有發文要求停播
《過街英雄》，否則
永久杯葛無綫，因為森美是「黃絲藝人」。
及後有指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轉發該帖文，梁振

英昨日在其Facebook 留言澄清：「我不是轉發以下的
發文，只是因為有人以『梁振英』名義發出，有人誤
以為是我的發文，因此作出澄清。」
而無綫昨亦發聲明直斥該文章內容是不盡不實，

全無根據。無綫表示，感謝梁振英迅速澄清，但遺
憾是有個別傳媒，特別是《香港 01》，不但沒有盡
專業去核實求證，更穿鑿附會。無綫又指《香港
01》對他們作不實報道早有前科，於2018年10
月 12日該媒體在未經求證之下報道「《開心速
遞》鐵定明年大結局不添食，無綫38年自製
處境劇將成歷史」，居心叵測。無綫會
「保留對該傳媒一切法律追究和採訪配合
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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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韓國男
團Golden Child 近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越洋訪問。10位成員先誠意十足地
用廣東話向本報讀者打招呼：「文匯
報讀者大家好，我哋係 Golden
Child！」

Golden Child 早 前推出新專輯
《Take A Leap》，帶着新歌《ONE
(Lucid Dream)》回歸，並積極進行打
歌活動，新歌有着他們變為一體，繼
續跳躍邁進之意。成員長埈和TAG
有份參與創作這次新專輯的歌曲，製
作rap部分，他們表示通常都是看小
說、電影或戲劇得到靈感。
而跟著名男團INFINITE份屬同門

的Golden Child透露不時獲師兄們關
照：「他們對我們很好，是我們從很
久之前就很尊敬的前輩，他們都經常
給予舞蹈及歌曲上的意見。」談及韓
國演藝圈競爭激烈，遇上壓力時，
Golden Child成員們皆偏好一邊散步
一邊整理自己的想法，相信心情放鬆

下更容易整理思緒。10位成員間少不
免會有意見不合的時候，他們就會通
過對話去互相協調。
問成員們當中可有人曾來過香港？

長埈表示之前有去過香港旅行，大讚香
港夜景之美，真的讓他留下最深刻的印
象。他們也藉機特別答謝香港Golden-
ness（Golden Child粉絲名）的支持，
希望未來能跟港迷見面。今年初，
Golden Child舉行首次專場演唱
會，10子均慨嘆很難忘：「專
場演唱會真的是沒法忘記
的回憶，有機會的話一
定也會跟香港Gold-
enness製造幸福
的回憶。」

1818候選港姐大晒冷候選港姐大晒冷

賴琦媛戒煙不做垃圾蟲

成員睇小說攞創作靈感 Golden Child獲INFINITE關照

關智斌拍MV喊到成屋紙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關智斌（Kenny）新歌《乾
爹》MV已於前晚上架，Kenny在MV中要挑戰一個長達2分
20秒鏡頭，為了達到理想效果，事前特地邀請白只教授做戲，
Kenny在家練了好幾天，笑言喊到成屋都紙巾！
Kenny在今次的MV中，給了自己小小挑戰，其中一個大挑
戰是他需要拍攝一個2分20秒、一Take過的長鏡頭中展現內
心情緒，為此Kenny特別找來好友幫手，「我邀請白只同我上
咗幾堂acting class，佢畀咗好多意見我，我好多謝白只呢位朋
友，因為有時佢比我更了解我自己，點樣要我抽絲剝繭去搵我
個情緒出嚟。同埋我真
係為咗呢個shot，喺屋
企練咗幾晚戲，喊到成
屋都係紙巾，哈哈。」
除此之外，另一個是
節食挑戰，導演要求拍
出唯美的畫面，Kenny
笑說：「就係要我唔好
着，所以呢幾日除咗要
練戲，更要做運動、節
食，希望可以配合到導
演要求。」

■Golden Child新歌有着他們變
為一體，繼續跳躍邁進之意。

■■Golden ChildGolden Child用廣東話向香港文匯報讀者打招呼用廣東話向香港文匯報讀者打招呼。。

■由於導演要求拍出唯美的畫面，
Kenny要節食。

■由於疫情關係，錢嘉樂在家
慶祝55歲生日。 網上圖片

■黃翠如有份主演《過街英
雄》。

■■賴琦媛賴琦媛
下決心戒下決心戒
煙煙。。

■18 位候選
港姐首度公開集
體亮相。

■左起：陳楨怡、侯嘉欣及何孟珊從
師姐黃嘉雯手上接過獎品。

錢嘉樂慶生粉碎染疫傳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錢嘉樂日前被誤傳

感染新冠肺炎，其太太湯盈盈已為他闢謠澄清，指嘉樂
每日於家中與工作人員視像開會，他們一家四口則留在家中抗
疫。
前日是嘉樂55歲生日，由於疫情關係，他都沒外出慶祝，只跟太太

及兩個女兒在家切蛋糕慶祝，盈盈於社交平台上載了嘉樂的生日照片，背
景放滿嘉樂拍戲多年來獲得的獎座，嘉樂有7歲大女Alyssa及4歲細女Kassidy
「左擁右抱」已相當高興。
當拿木棍扑開星球狀的金色蛋糕，兩個女兒看到蛋糕裏面都是滿滿的糖果，比壽

星仔表現得更興奮，三父女爭着拿糖吃。雖然生日前被傳感染疫症，但無損嘉樂慶祝
生日的心情，還開心地一家四口合照。盈盈留言祝賀老公：「Happy Healthy Birthday
to my Hubby！ Home bday celebration」，她更代兩個愛女留言：「我們愛你爸爸！」
相當溫馨。
至於昨日踏入42歲生日的楊思琦，亦於社交平台貼上與兒子相擁一起的照片，並留言表

示每年當這一天來臨的時候，都會情不自禁地為有這麼多親人在身邊而感到幸福：「祝我生
日快樂！」

■張盈悅（左）和謝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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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海璐身穿低胸黑長
裙，性感迷人。

■孫儷打扮高貴大
方，笑容可掬。

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名單：
最佳中國電視劇：《破冰行動》

最佳男主角：陳寶國《老酒館》

最佳女主角：閆妮《少年派》

最佳導演：汪俊《小歡喜》

最佳男配角：田雨《慶餘年》

最佳女配角：陶虹《小歡喜》

最佳編劇（原創）：陳育新、李立、秦悅《破冰行動》

最佳編劇（改編）：王倦《慶餘年》

最佳美術：楊志家、金楊《長安十二時辰》

最佳攝影：荊沖《長安十二時辰》

最佳海外劇（短）：《第二十二條軍規》

最佳海外劇（長）：《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新名字的故事》（意大利）

國際傳播獎：《長安十二時辰》、《都挺好》

最佳電視綜藝節目：《故事裏的中國》、《舞蹈風暴》

最佳紀錄片：《熱流》（中國）

最佳系列紀錄片：《人類紀元——人類的崛起》（德國）

最佳動畫片：《咻咻的奇幻之旅》（法國/比利時）

最佳動畫劇本：《伍六七之最強髮型師》

《破冰行動》奪26屆上海電視節最佳中國劇

第26屆上海電視節共徵集到來自48個國家和地區
的報名作品800多部，共入圍白玉蘭獎60部作品

或節目，其中包括15部中國電視劇和10部海外電視
劇。其中，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中國電視劇單元一直
備受關注，當中《小歡喜》奪得兩大獎項，導演汪俊
榮獲最佳導演，陶虹亦憑借《小歡喜》中的宋倩一角
獲得最佳女配角。同時，今年還是白玉蘭獎首次將重
點視頻網站首播電視劇納入評選，《長安十二時辰》
以高水準製作再現大唐盛世；《慶餘年》引發觀看熱
潮，兩者均獲得6項提名，最後亦收穫頗豐，《長安
十二時辰》獲得三項大獎，《慶餘年》贏得兩座獎
盃。
閆妮憑借優秀演技奪得視后，她被評委讚為「把對
角色最理性的分析隱藏在了最感性的表演中。作為一
個演員，她對劇本的二度創作表現卓越，令人印象深
刻。」她亦實現了金鷹、飛天、白玉蘭視后大滿貫，
談及獲獎感受，她直言非常激動，並希望未來能夠一
直前進。在映後見面會上，閆妮更發揮搞笑本能，在
會後用陝西話喊話張嘉益，表達對搭檔的感謝，甚至
發出「飛吻」，希望影視人們共同前行。

影視人對未來發展有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電視劇類別評委會主席鄭曉龍
在內，以及中國電視劇單元評委何冰、李瀟、沈嚴、
殷桃，均獲得過白玉蘭獎，即「全白玉蘭獎」陣容評
選白玉蘭獎項，再加上網劇首次入圍，鄭曉龍直言：
「我們看到今年重點視頻網站首播電視劇，也加入到
中國電視劇單元評選，白玉蘭獎的範圍變得更大，題
材也更豐富，看得出，整體水平都在提高。」
面對疫情衝擊，不少影視人依然對未來發展抱有信
心。獲得中國電視劇海外推廣大使榮譽的劉濤表示，
希望用心演繹，讓海外觀眾了解引以為傲的中華文
化。據統計，今年國際影視雲市場總共匯集了來自海
內外92個國家和地區的727家影視參展商，其中，來
自亞洲、歐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的海外參展商達
378家，佔比首度突破50%；參展機構所攜節目和影
片數量總共1,627部，「一對一」形式的雲洽談數量達
到1,233場。同時，還吸引了全球註冊來賓訪問達到
24萬人次，不但註冊訪問人次有數倍的增長，而且
線上來賓遍及世界各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第26屆上海電視節正式落下帷幕，此次，陳寶

國憑借《老酒館》中精湛表演奪得視帝，閆妮憑借《少年派》摘下白玉蘭視后桂冠，此前

她亦取得了金鷹、飛天視后，囊括三大電視獎視后，可謂大滿貫。備受關注的網劇《慶餘

年》與《長安十二時辰》亦取得了不俗成績，分別在最佳男配角、最佳編劇以及最佳美

術、最佳攝影獎項中有所收穫。《長安十二時辰》還獲得了國際傳播獎。最佳中國電視劇

則由《破冰行動》奪得。此次白玉蘭獎頒獎典禮也是疫情發生後，內地影視行業又一場盛

宴，為影視行業復甦注入強心劑。

大滿貫大滿貫大滿貫
囊括金鷹飛天白玉蘭視后閆妮閆妮閆妮

■張若昀主演
《慶餘年》爆
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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