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晨今後兼顧執導

奪新銳導演獎 多謝中國空軍

■林心如對媽媽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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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
直擊

日前假澳門舉行，多位來自香港、內地、海外的藝人盛裝出席，紅地毯上
爭妍鬥麗，“低胸”一族當中，以穿上桃紅色谷胸露肩大晒三吋事業線的張文慈，以
及內地女星鐘楚曦的吊帶閃片裙最吸睛，鮮有性感打扮的黎燕珊也都令人眼前一亮，角逐
“最佳女主角”的林心如性感程度稍遜，但憑一襲灰色低胸晚裝，仙氣逼人贏得不少分數！李
晨以《空天獵》奪得“中國最佳新銳導演”獎項，他多謝觀眾的投票，這個獎一世人只會得一
次，多謝中國空軍。

Julia、溫碧霞、譚耀文、徐錦江夫婦、張榕
容、秦沛和一對兒女、洪天明和古力娜扎、向
海嵐就配上一套綠寶石鑽飾，很有貴氣；而擔
任表演嘉賓的李蕙敏穿上緊身裙，中門大開，把
圓潤身形表露無遺。
李晨未見有女友范冰冰相陪行紅地毯，有份
角逐“中國最佳新銳導演”獎的他表示：“不管
是導演和演員對我來說都是挑戰，名稱不是最重
要，過程先重要，日後會偏重導演工作，但自己
是演員會兩者兼顧。”最後奪得“中國最佳新銳
導演”獎項，他多謝觀眾的投票：“當接受新挑
戰時候，過程好艱難，但現在有完美收穫好開
心，這個獎一世人只會得一次，多謝中國空
軍。”

林心如仙氣晚裝爭女主角

台灣女星林心如憑《嫌疑人 X 的獻身》獲
“最佳女主角”，心情既開心又緊張，既是演員
又是製作人身份的她，對做製作人有何心得？她
謂：“凡事要看清楚，親力親為，不怕辛
苦。”當了媽咪的她，現在見到同小孩和親情
有關的劇本，會更容易被打動。

吳京先沉澱再拍《戰狼3》
吳京憑《戰狼 2》入圍“最佳男主
角”和“最佳導演”，《戰狼 2》大收
56 億人民幣票房，問他心情平復沒
有，他表示：“好慶幸中國電影
發展蓬勃，要拍戲不是很難，
最難是站穩陣腳，慶幸自己
今日仍站在這裡，感謝
所有支持《戰狼 2》
的人。”
問到
■張榕容憑

■張文慈做
張文慈做p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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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京
誼兄弟。
彭浩翔在台上發表得獎感言，
首次奪得“華鼎”獎項的他，覺得
作為一位編劇不容易，往往要花時
間最長，所得金錢回報是最少，幸
而自己遇到好好演員，要多謝片中
演員楊千嬅和余文樂。

亦憑借《相愛相親》中薇薇一角獲得
最佳女配角提名，此次在《相愛相
親》中郎月婷因張艾嘉一句話而將長
髮剪短，並不遺餘力地塑造角色，演
技受到張艾嘉肯定。電影上映後其全
新造型和自然真實且精準的演技引發
了無數的關注，電影《相愛相親》今
年亦獲得了很多不同頒獎禮的提名，
亦獲得很多獎項，觀眾看得也有很大
感受，得到很好口碑。

衛詩雅拿下最具潛質演員獎

郎月婷同洪天明行紅地毯

■洪天明及內地演員郎月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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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燕珊帶兒子見偶像
黎燕珊以性感“拋胸”晚裝現身，當晚負責
頒發“最佳製片人”獎，所以刻意盛裝而來，選
衣服也花了成個月，由於衣裝性感，阿珊事前特
意給兒女過目，好顧及他們感受，而且要讓兒女
知道媽咪並非走“低俗”路線，而是與時並進，
為了穿得好看，阿珊之前勤做運動操弗。她透
露：“兒子過兩日會從英國回港，他得知媽咪加
入無線，與其偶像楊千嬅、周柏豪合作拍劇，表
現得異常興奮，待他回來便會趁機帶他去探班見
偶像，因兒子都很喜歡唱歌。(兒子對娛樂圈有
興趣嗎？)我已經將入行弊處告訴他，兒子回應
我話有興趣都不代表要入行。”

溫碧霞出寫真健康性感
溫碧霞這晚穿上露膊晚裝，她透露這陣子忙
個不停，除了計劃暑假推出寫真，稍後還會在旺
角麥花臣場館舉行“海潮演唱會”，跟粉絲一起
集體回憶，近日又忙着拍網劇和自己公司的電
影。她又主動提到近日指她陪兒子到外國讀書會
退出娛樂圈的報道，她否認說：“見到報道也嚇
一跳，粉絲都驚我會退出，自己從來沒打算退
出，就算將來到美國讀書都不會放棄事業，況且
要八年後先會陪兒子出國，大家可以放心。”說
到寫真尺度，她透露會有多個造型，會是健康性
感。
黎耀祥拖着太太Julia行紅地毯，表現恩愛，
他是頒發“最佳導演”獎，不過他無意拿導演
筒：“人生要有好多經歷、經驗和內容先可以，
做導演是有責任，不想隨便拍部娛樂電影出來，
如果有一天我有自己的故事，對人生有新啟發時
先會考慮，暫時未是時候。”

■娜扎拿下中國電影
年度突破演員獎。

城城憶童年金舖打工

■ 吳京
吳京(( 中) 表示好慶幸中國
電影發展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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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演員洪天明及內
地演員郎月婷雙雙出席在澳門舉行的
華鼎獎頒獎禮，洪天明穿着黑白格仔
型格套裝，加上啡色的領帶，十分帥
氣，當晚他頒發最佳新銳演員大獎，
他為入圍者及眾新演員打氣，鼓勵大
家努力，正在忙着籌備拍攝的他，特
意抽空出席作嘉賓。
內地演員郎月婷身穿白色長裙，
十分有仙氣，得到大家讚賞，郎月婷

何時開拍《戰狼 3》？他坦言：“劇本早在十年
前已經有，礙於《戰狼 2》票房好好，我要先沉
澱下來，好好靜下來弄好劇本先拍。”

《妖貓傳》
獲得最佳女
配角。
配角
。

獲選最佳導演及男主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李思穎）《第 23 屆華鼎獎—
中國電影滿意度調查發佈盛典》日
前假澳門舉行，全晚共頒發 17 個
獎項，李晨以《空天獵》取得“中
國最佳新銳導演”獎項。吳京執導
並主演的軍事類型的電影《戰狼
2》榮登華鼎獎觀眾滿意度榜首，
又拿下中國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導演
獎。中國最佳女配角由張榕容憑
《妖貓傳》獲得，張榕容於台上喜
極而泣。
彭浩翔憑《春嬌救志明》得“中
國電影最佳編劇獎”，以慰安婦題材
紀錄片《二十二》獲“中國電影最佳
紀錄片獎”。“中國最佳電影歌曲”
得主是于文文的《體面》、鐘楚曦
《芳華》獲“中國電影最佳新銳演
員”，“中國最佳製作機構”得主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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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碧霞這晚
改為穿上露膊
晚裝，
晚裝
，她透露
這陣子忙個不
停。

■ 李晨奪得
李晨奪得“
“ 中國最佳新
銳導演”
銳導演
”獎項
獎項。
。 吳文釗 攝

踏上紅地毯的嘉賓還有楊思琦、衛詩
雅、李晨、吳京、黎耀祥拖着太太

■ 黎燕珊以性感晚裝現身
黎燕珊以性感晚裝現身，
，珊
姐表示選衣服也花了成個月。
姐表示選衣服也花了成個月
。

娛 樂 新 聞

■衛詩雅獲得
衛詩雅獲得“
“中國電影
年度最具潛質演員”
年度最具潛質演員
”獎。

香港文匯報訊 郭富城（城城）日前以代言人身份出席活動，席
間城城獲贈以金磚和金粒砌成的“10”字紀念品，既珍貴又別具紀念
價值。城城的父親當年是開金舖，他表示估不到真正做到第一個代言
人，城城說：“以前讀書時一放假我就會到爸爸舖頭幫手，不過是執
頭執尾，畢業後第一份工就去了另一間大規模的金行，由低做起學
東西，所以我知黃金是最保值，由以前到現在升了3倍。”

香 港
文匯報訊 衛
詩雅（Michelle
Michelle）
）日
前到澳門出席華鼎
獎電影頒獎典禮。
Michelle 憑過去一年在
影壇突出的成績得獎，
影壇突出的成績得獎
，穿
起一條露肩仙氣長裙行紅
地毯的 Michelle 身形 fit 爆 ，
狀態大勇。
狀態大勇
。 Michelle 拿下
拿下“
“中
國電影年度最具潛質演員”，
國電影年度最具潛質演員
”，她
她
說 ：“
：“非常開心同意想不到
非常開心同意想不到，
，覺
得這兩年真是‘
得這兩年真是
‘對的時間遇到對的
人 ’，
’，因為有一班好同事同我一齊
因為有一班好同事同我一齊
衝 ， 大家關係已經似家人
大家關係已經似家人，
， 會同喜同
悲，他們知道我得獎時比我更激動
他們知道我得獎時比我更激動。
。最
緊要多謝公司給我的機會，
緊要多謝公司給我的機會
，還有所有支持
我鼓勵我的朋友。”
我鼓勵我的朋友
。”去年衛詩雅作品甚
去年衛詩雅作品甚
多，亦在觀眾面前展現了很多個不一樣的
Michelle，
Michelle
，今年她繼續會有多套電影上映
今年她繼續會有多套電影上映，
，
“ 例如入圍了沖繩電影節的
例如入圍了沖繩電影節的《
《 熟女愛漫
遊》，
》，這個角色比較開心
這個角色比較開心，
，同我演開的悲情
戲路不一樣，
戲路不一樣
，我自己都很期待
我自己都很期待。
。另外 2019
年還有《
年還有
《風林火山
風林火山》，
》，戲中我很強悍
戲中我很強悍，
，希望
大家會喜歡我的演出。”
大家會喜歡我的演出
。”得獎後
得獎後Michelle
Michelle最
最
想立即回家，
想立即回家
，與家人分享這份喜悅
與家人分享這份喜悅。
。

■郭富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