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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黛林：好事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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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星女郎」
林允憑《美人魚》獲《第十一屆亞洲電影大
獎》頒發「亞洲飛躍演員大獎」，以及提名
「最佳新演員」。前日林允一身便服打扮現身
記者會，她表示對於獲獎感到開心又緊張，笑
謂如果再得獎會在台上多謝導演周星馳（星
爺）和家人，有機會希望可請星爺食飯。
提到早前她被拍到與星爺在上海表現親暱，
她解釋當時是一起出席發佈會：「是聊電影的
事，我會經常騷擾他，問他這部戲怎麼演，會
把劇本拍給他。」問到可會再跟星爺合作？林
允笑說︰「不知道，要看他的心情，（星爺可
有誇獎你？）最近他愈來愈誇我了，很奇

怪。」
早前林允出任榮
獲奧斯卡金像獎最
佳外語片的法國導
演 Jean-Jacques
Annaud 監製的新
戲的女主角，她表
示電影已經拍畢，
最難忘是首次拍騎
馬戲，覺得很興奮，但沒有受傷，因劇組很
照顧她。對於被指跟舒淇樣貌及氣質相似，
林允稱對方是她的女神，能跟她相提並論感
到非常榮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韓國
女星金泰璃憑《下女誘罪》獲「最佳
新演員」，前日現身大會記者會。憑
該片奪得多個新人獎的她，坦言獎項
為她帶來壓力。對於戲中對手金敏喜
剛於柏林影展奪得「最佳女演員」，
金泰璃替對方感到高興。
金泰璃在戲中與對手金敏喜有大

膽情慾演出，她表示當初接到劇本
已很喜歡才決定接拍。問到拍攝時
如何培養默契？金泰璃指事前會圍
讀和綵排，導演朴贊郁每日又會
開會，討論當日的拍攝內容讓大

家容易培養默契。至於將來會否再
拍裸露戲？她表示若劇情需要就會
接拍。對於金敏喜剛於柏林影展奪
得「最佳女演員」，她表示替對方
感到高興。
近日金泰璃正與柳俊烈拍攝新戲

《Little Forest》，問到對對方的印
象？她說：「對方雖然是年輕人，但
生活原來很有規律，自我管理非常嚴
謹。」至於可有留意香港演員？她表
示很欣賞張曼玉，是她的粉絲，很想
跟她見面，但不敢想合作機會，反而
覺得與湯唯合作機會更大，因對方的

老公是韓國
人，合作機
會大一點。
她又稱視湯
唯及金敏喜
為目標，希
望可以像她
們一樣成為
出 色 的 演
員。她又讚
香港電影有故事性及有風格，就算聽
不懂廣東話也覺得搞笑，有機會也想
拍香港或內地電影。

林允自爆常騷擾星爺 金泰璃視湯唯為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林建岳和緋聞女友林寶賢、女兒
林心兒、任賢齊、甘比、水原希子、C AllStar等前日出席日本運動
品牌新店開幕禮，而黎明有送上花牌祝賀。
小齊早前參加越野賽不慎弄傷腰部，所以近期訓練都要小心，舉
重時會有點痛，教練都好小心，因接下來有多部動作片，所以要操
定，暫時集中練胸肌，稍後再操腰，他笑言胸肌越來越勁。
小齊憑《樹大招風》角逐《亞洲電影大獎》「最佳男主角」，前
晚他和太太Tina一起行紅地毯，他表示心情既興奮又緊張，「活
動完後便去整頭，改好了的衫還沒試，（以戲中『葉國歡』Skin
Head髮型現身？）有人叫我剪，我不想太刻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日本
殿堂級搖滾樂隊X JAPAN隊長YOSHI-
KI相隔三個月再來港，為前晚的《亞
洲電影大獎頒獎禮》擔任表演嘉賓。前
日下午他出席記者會時，表示感到非常
榮幸。X JAPAN早前公佈了會舉行世
界巡迴演唱會，問到會否在港舉行？
YOSHIKI表示首站是美國，稍後會公
佈其他演出地方，有機會都想在亞洲地
區如香港舉行。他又透露新個人專輯將

於夏天推出。繼去年上映的紀錄片《X
JAPAN的死與生》，YOSHIKI透露正
籌備另一部有關X JAPAN的紀錄片。
對於盛傳他有位金髮女友在港居住？
YOSHIKI否認對方是女朋友：「我沒
有女朋友，只是朋友，一切只是傳
言。」談到擇偶條件？他表示作為音樂
人，經常要到不同地方表演，另一半要
理解和諒解他的工作。他又笑稱也會考
慮香港的女生。

YOSHIKI否認有金髮女友居港 小齊操胸肌備戰拍動作片

恨做媽咪的熊黛林（Lynn）至今仍未有喜訊公
佈，她表示：「有睇中醫調理，老爺奶奶沒有催
我們生BB，反而叫我們放鬆一些，可以去下旅
行，不要有太大壓力，因愈想會愈無，現時每日
到奶奶家吃飯，有很多湯水進補，好似花膠、鮑
魚，身邊很多朋友有提供生BB秘方，總結得來都
是要放鬆，不要有壓力。」Lynn很羨慕郭可盈有

個乖巧的囡囡津津：「如果有個這樣的女便好，
望見她便想快些生，最好第一胎是哥哥，可以保
護妹妹，因我有個哥哥，所以覺得童年好幸福，
老公就想第一個是女，因女兒比較嗲爸爸，我們
會計劃生兩個，其實生仔生女也不是我們話
事。」說到其前度郭富城都想開枝散葉，Lynn大
方說：「好事嚟㗎！」

蒙嘉慧以黑色晚裝現身紅地毯上，
當晚她聯同周子駒擔任主持，因是直
播騷而增添不少壓力，幸而全晚只需
說廣東話，來自不同地方的嘉賓會有
專人翻譯。
嘉慧老公鄭伊健曾演繹過聶風角
色，外形大獲好評，而近日謝天華為
《風雲5D音樂劇》的聶風造型曝光，
問到天華和伊健的聶風扮相誰較俊
朗？嘉慧即說：「天華的是舞台裝，

會有不同造型，（你喜歡哪一個？）
當然是真人版多些（指伊健），身為
演員都要去嘗試，（伊健看過天華造
型沒有？）他已身在歐洲拍戲，我也
聯絡不上，（很難有人代替伊健地
位？）我老公梗係無人代替到，做演
員樣樣都要試，要我做聶風我都會
試，（男人長髮造型較難把握？）不
可單憑一個MV和相片便去評論，要
整體來看，我會支持天華的。」

韓國導演羅泓軫憑《哭聲》奪得
「最佳導演」，最佳男、女主

角分別由《奏不響的風琴》的日本
男星淺野忠信及《我不是潘金蓮》
的內地女星范冰冰奪得，《我不是
潘金蓮》更奪得「最佳電影」。
紅地毯上星光熠熠，出席嘉賓有

許冠文、惠英紅、金燕玲、馮小
剛、范冰冰、熊黛林、林允、任賢
齊和太太Tina；韓國代表有羅泓
軫、文素利、金泰璃；日本代表有
深田晃司、淺野忠信、前田敦子、
佐久本寶；菲律賓 Charo SAN-
TOS-CONCIO；印度的莎芭娜阿
茲米；新加坡的菲爾拉赫曼；評審
主席賈樟柯，名人評審林嘉欣、
「終身成就獎」得主徐克、「卓越
亞洲電影人大獎」得主鄭秀文、X
JAPAN YOSHIKI、桃井薰、楊千
嬅、蒙嘉慧、薛凱琪、溫碧霞等。
日本樂團X JAPAN的團長YO-

SHIKI現身時，即引來現場粉絲不
停喊叫，YOSHIKI擺出X手勢拍
照，對粉絲要求合照時亦來者不
拒，盡顯親民一面。楊千嬅穿上桃

紅色長衫，側邊開叉露出黑色絲
襪，但她不慎失手透底。
壓軸登場的范冰冰被問到男友李

晨之前在內地節目上被主持祝三年
抱三，李晨以「借你吉言」回應，
冰冰代男友解畫：「他是在工作時
被別人問起，其實生BB是老天爺
多給的禮物，是緣分，自己沒計劃
什麼時候做媽咪，順其自然，（喜
歡小孩子嗎？）喜歡呀！」

晒性感無問准老公
小齊拖着太太Tina進場，其後

聯同林嘉欣一起做訪問，嘉欣的中
門大開加上菠蘿袖晚裝非常性感吸
睛，她被讚時開心不已，笑言：
「洗碗時都是這樣着，（問准老
公？）吓，他不知會好一些，（怕
他鬧？）不怕，他不會鬧我。」旁
邊的小齊謂：「他老公開心就真，
娶了個漂亮老婆。」小齊可會讓老
婆像嘉欣的性感？他笑說：「OK
啦，（金像獎可以讓老婆性感打
扮？）我自己都無時間準備，（你
很少攜眷出席？）我今日好緊
張。」繼而便轉話題說跟嘉欣已很
久沒有合作。說到蘇永康升任爸
爸，小齊謂：「我一早就知，但要
保持神秘感，因不知主人家想幾時
公佈，總之今日是幸福滿門，過幾
日先探康仔，因新手父母會好忙，
（教他做爸爸技巧？）已是十幾年
前，我也忘記了。」

溫碧霞露前又露後
薛凱琪以孔雀裝打扮出現，中門

大開兼騷腿，不過胸前有裸色薄
紗，令性感程度大減。
溫碧霞以淺粉紅低胸大露背性感

現身，疑似凸點，問她不擔心走光
嗎？她風騷反問傳媒有見到走光
嗎？繼而說不會走光，她表示：
「很喜歡身上的粉色裙，只花上
一、二小時裝扮。」

林 嘉 欣 低 胸 撐 亞 洲 電 影 大 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李思穎、吳文釗、梁靜儀）

第十一屆亞洲電影大獎前晚假尖

沙咀文化中心舉行，頒獎禮前先

安排各嘉賓行紅地毯，這個場

合當然又是各女星爭妍鬥麗的

好時機，當中以配上總值120

萬元珠寶首飾的林嘉欣，中門

大開超低胸打扮最性感搶鏡；

溫碧霞淺粉色低V露背同樣出

色；薛凱琪Deep V上陣，不過

胸前加薄紗，是另類「假」性

感；其他性感上陣女星尚有金泰

璃，惠英紅則展現骨感美；而壓

軸出場的范冰冰雖然收起性感，

穿上湖水藍露肩裝的她顯現出高

貴優雅一面。

蒙嘉慧
偏愛伊健扮「聶風」

■■蒙嘉慧支持謝天蒙嘉慧支持謝天
華演聶風角色華演聶風角色。。

■■前田敦子和粉絲玩自拍前田敦子和粉絲玩自拍。。

■■熊黛林稱未有喜熊黛林稱未有喜。。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楊千嬅偕淺野忠信楊千嬅偕淺野忠信
出場出場。。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林嘉欣以超低胸晚林嘉欣以超低胸晚
裝赴會裝赴會，，艷光四射艷光四射！！

■■賈樟柯任評賈樟柯任評
審主席審主席。。

■■惠英紅有份角逐惠英紅有份角逐
影后影后。。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冰冰表示生仔要順其自然。 劉國權 攝

■■林允林允

■金泰璃獲「最佳新
演員」後開心大笑。

■■任賢齊去頒獎任賢齊去頒獎
禮帶老婆壯膽禮帶老婆壯膽。。■YOSHIKI正籌備另一部

有關X JAPAN的紀錄片。

■溫碧霞透露其工作室打算開
拍一套以自己於調景嶺成長的
故事為藍本的電影。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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