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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廈門直擊）第 33 屆中國電影金雞獎系列活動
■成龍坦言
2020 年是很不
平凡的一年。

於 25 至 28 日在福建廈門舉行，金雞獎電影音樂會暨開幕式昨晚亦盛
大舉行。本次音樂會以經典電影音樂、知名電影人講述等為創
作題材，並與啟動儀式
「點亮金雞」相融合，呈現一台高
水準、有特色的視聽盛宴。開幕式上，影視界向
抗疫中的所有逆行者致敬。本屆金雞獎
將評選出 19 個獎項，最終獲獎
名單將在 28 日晚舉辦
的頒獎典禮上
揭曉。

■廈門援鄂醫護人員代表、
武漢醫護人員代表上台，向
所有醫護人員致敬！

金雞獎廈門開幕 向逆行者致敬

成龍 中國影人團結：
讚

當晚開幕式活動的核心是交響樂和電影音樂的結
合，音樂分為四個章節，呈現不同的國內外經

典電影音樂，《四季歌》、《月朦朧鳥朦朧》、
《甜蜜蜜》悉數登場。周深與魏伸洲合作表演《大
魚》，陳學冬與唐藝昕演唱《大海啊故鄉》。影視

界向抗疫期間所有逆行者表達致敬的節目將音樂會
推向高潮，由演員胡夏、高戈演唱的《無畏》，摩
登兄弟、劉宇寧帶來的《迎難而上》，杜江、谷嘉
誠演唱的《逆行者》，向中國空乘、消防救援、海
上救援人員表達了致敬。鞠紅川、蔡程昱演唱的
《我們》，則向廈門援鄂醫護、武漢醫護人員表達
了敬意。
開幕式總導演夏敏表示：「這是電影人的盛會，但所
有逆行而上的人都值得尊敬。」香港影星成龍在開幕式
上表示：「2020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疫情對全世界
電影人影響巨大，但中國電影人抱團，讓中國成為第一
個恢復電影市場的國家，中國電影人了不起！」

王景春 詠梅點亮金雞
■白鹿
白鹿((左)和戚薇
和戚薇((右)表演節目光影記憶
表演節目光影記憶。
。

開幕式點亮金雞環節則由第 32 屆中國電影金雞獎
最佳男女主角獲得者王景春和詠梅擔綱。
據介紹，第 33 屆中國電影金雞獎將評出最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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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最佳中小成本故事
片、最佳兒童片、評委會
特別獎、最佳紀錄/科
教片、最佳美
術片、最
佳戲曲片，以
及最佳編劇、最佳導
演、導演處女作、最佳男主
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
女配角、最佳攝影、最佳錄音、最佳美術、
最佳音樂、最佳剪輯共計 19 個獎項。最終獲獎名單
將在28日晚舉辦的頒獎典禮上揭曉。
除昨日晚間開幕式外，27 日下午將舉辦提名者表
彰儀式，28 日傍晚舉行紅毯儀式並於當晚舉行頒獎
典禮。整個金雞獎頒獎系列活動共有 81 項 568 場次
活動，亦相繼舉辦中國電影教育與產業高峰論壇、
首屆海峽兩岸青年短片季等。

■劉宇寧唱
劉宇寧唱《
《逆難而
上》傳遞正能量
傳遞正能量。
。

《唐人街探案》將進行動畫開發

■主演中國消防題材電影《烈
火英雄》的杜江(左)與谷嘉
誠唱《逆行者》。
■陳學冬和唐藝昕
同台獻聲。

■電影《唐人街
探案3》將率先與
觀眾見面。

■開幕式點亮金雞環節由第
開幕式點亮金雞環節由第32
32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男女主角獲得者王景春和詠梅擔綱
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男女主角獲得者王景春和詠梅擔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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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雞獎系列活動 時間嘉賓規模壓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內地女
星倪妮在電影《拆彈專家 2》中首度與劉
德華拍感情戲，一場深情擁吻戲更令她
十分難忘。
由劉德華及劉青雲主演的《拆彈專家
2》將於年底上映，除了多個大型爆破及
動作場面成為影片焦點，首次來港拍攝
的內地女星倪妮與劉德華的感情線亦甚
有睇頭。二人在戲中的感情經歷高低起
伏，離離合合，二人於灣仔天橋的一場

■劉德華自爆早已
劉德華自爆早已「
「看上
看上」
」倪妮
倪妮。
。

感情戲中，劉德華要向倪妮「交代」，
講到眼有淚光，趨前擁抱對方，情到濃
時更深情一吻。
首次談情就有親吻鏡頭，劉德華自爆
早已「看上」倪妮，今次終於緣分來
到，他說︰「很久以前已經希望有機會
合作，上次沒法促成，是緣分未到；來
到《拆彈專家 2》，這一次角色需要在各
方面都平衡的演員，我也不知道她能不
能達到穩定狀況，但看她每一方面都掌
控得很好。」
提到二人的淵源，倪妮表示 2012 年首
次來港出席《亞洲電影節》，當時就是

■倪妮與劉德華的感情線甚有睇頭
倪妮與劉德華的感情線甚有睇頭。
。

讓于文鳳代管業務因她喜歡

倪妮：看到他的眼便有感覺

但兩人99.9%都講中文。
周星馳指出，他重視私人生活，當年信任于文鳳會與她一起看房；但他時常一個人去看房，且與數名地產
經紀及高層是「密友」，會按他們的推介投資物業，有時會向他們透露自己財政狀況。

周星馳供稱 送投資利潤為示愛意

典禮等。因應疫情防控要求，是次金雞獎
系列活動邀請嘉賓規模壓縮三分之一，活
動時間壓縮五分之一，部分活動移至室
外，但仍重點邀請了一批高星光度電影人
出席。中國影協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
席、第 33 屆中國電影金雞獎組委會副主
任張宏現場介紹，今次金雞獎系列活動還
設有 2020 金雞國際影展和港澳台影展， 《新龍門客棧》，澳門的《澳門
「將展映 40 部境外影片，其中包括『一 之 年 》 ， 以 及 台 灣 的 《 怪
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最新影片和港澳台地 胎》和《聖人大盜》等。
劉德華亦將現身
區的經典影片。」張宏表示，新冠疫情下
全球影業均受不同程度影響，金雞國際影 《 拆 彈 專 家 2》 新
■周星馳重視私人生活
周星馳重視私人生活，
，當年信任
展更加注重人文關懷，將展映來自 20 多 聞發布會。
于文鳳會與她一起看房。
于文鳳會與她一起看房
。 資料圖片
個國家的 30 餘部電影新作，「希望以電
綜合中通社報道 影星周星馳
影的視角，喚起人類共同的情感共鳴，
遭前女友于文鳳追討逾 7,000 萬港
讓大家在光影中得到溫暖」。
元一案昨日續審，周星馳親自出庭作
據悉，今次金雞港澳台影展部分
供，表示于文鳳並無電影事業及房地產
包括香港的《蝶變》、《點指
管理經驗，但念及她自己喜歡做、願意學
兵兵》、《拆彈專家 2》、
由劉德華頒發
習，且是女朋友，故接受她協助。
《穿越的故事》、
「最佳新人」給她。
滿頭白髮的周星馳昨日身穿西裝、戴眼鏡出庭作
《救世者》、
她又稱華仔是她非常欣
供，出入均有兩名壯男保鏢陪同。周星馳宣誓時表示
賞的演員，一直都希望跟
沒有宗教信仰，作供時態度認真，語調平淡，用句精簡。
他學習，只要知道是跟他合
原告為于文鳳，被告為周星馳。于追討多項投資項目的
作，便肯定會過來。至於跟劉德
10%利潤，涉案的投資包括豪宅「天比高」、大埔比華利山三幢
華拍感情戲，倪妮笑言非常忐忑︰
獨立屋連車位、一個投資基金，申索金額至少逾7,000萬元。
「因為之前二人不太熟，但開始拍攝時
周星馳表示，他承認與于文鳳戀愛後，女方約在 2000 年開始幫他打
便要跟對方拍不少內心戲，記得第一
理電影公司及私人事務。但代表于文鳳的資深大律師袁國強問周星馳是否
場戲在車內拍攝，心裏滿是忐
基於女方能力及忠誠，才讓她管理業務時，周星馳並不同意，答道于文鳳當
忑，但試戲時看到他的眼睛便
年在電影及房地產均無經驗，但她願意學習、十分勤奮；希望女朋友學到東西才
有感覺，而最難忘天橋談
接受她協助，「如果她不喜歡，我不會逼她。」
情的一幕，那場戲看到
周又表示因為于文鳳不喜歡收珠寶鮮花之類禮物，他才會送她分成。2001 至 2002 年
華仔眼有淚光，心
時，于平均每周1至2次到周普樂道7號寓所，周星馳憶述其中一晚與于文鳳在寓所露台約
裏便很難受，他
會，當次是他第一次向于文鳳提及投資本地物業，並主動建議將投資利潤一成分享給她以示
讓我感受到內
愛意。他不認為以投資利潤一成送女友等於當她是投資代理，反而認為一成是頗大的金額，是當
心 的 情
于文鳳是女友才送她這筆錢。
感。」
對於于文鳳早前在庭上稱會訓練周星馳的英語，又稱兩人時常練英語。周星馳承認于文鳳有訓練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廈門報
道）第 33 屆中國電影金雞獎頒獎盛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
系列活動新聞發布會，昨日在福建
道）據嗶哩嗶哩（以下簡稱 B 站）近日公布
廈門舉行。
13 部原創 IP 動畫項目與動畫電影項目進程。目
是次金雞獎系列活動，於
前，《百妖譜》已開始規劃動畫大電影。而《長安
本月 25 日至本月 28 日在
十二時辰之白夜行者》預計 2021 年上線。知名電影
福建廈門舉辦，包括
《唐人街探案》的改編動畫也加入了 B 站的動畫片單。
電影主題音樂會、
《唐人街探案》導演陳思誠表示：「唐探 IP 和 B 站正式達成
提名者表彰儀
合作，後續將進行動畫的全新開發，共同創造出更多的唐探故
式、紅毯儀
事。」
式、頒獎
明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 100 周年。《恰同學少年》、《血與心》、
《上海故事》三部圍繞中國本土文化的國創作品也將一一亮相。

難忘跟劉德華拍感情戲

■金雞獎頒獎盛
典系列活動新
聞發布會
昨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