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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和偉憑《覺醒年代》封視帝
《山海情》捧走4項白玉蘭獎 成大贏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由於新冠
疫情升溫，台灣三級警戒延長至6月28
日，除了普通民眾生活受到影響之外，
不少藝人的工作更是近乎停擺。天后蔡
依林近日夜深時分在社交平台PO出疫情
爆發前台北演唱會的MV，這是新歌
《Stars Align》3分多鐘的完整舞蹈版，
她PO文打趣笑稱是「殺人魔洗手做羹
湯」。因為《Stars Align》副歌的舞蹈中
有許多手部動作，就像是在身體的上下
左右不停搓手，也呼應疫情期間要大家
勤洗手，粉絲也紛紛留言表示「好想跟
姐一起洗手」、「聽歌順便一起勤洗
手」、「來個直播洗手舞吧」、「洗手
舞那一段太洗腦了」。

五月天捐贈66台呼吸器
另外，五月天所屬的「相信音樂」訂
購了66台呼吸器，提供給雙北14家醫
院。五月天所屬的相信音樂表示：「在
這艱難的時刻，相信音樂但願與前線所
有防疫英雄及民眾共同為防疫努力。在
得知重症病患擁有呼吸器救助是當務之
急，相信音樂略盡微薄之力捐助66台呼
吸器，期盼與大家同心協力堅守防疫崗
位，爭一口氣一同渡過這次難關。」五
月天日前亦授權了歌曲《勇敢》給長庚
醫院播放為院內醫護人員打氣。

● 蔡依林近日上載了新歌3分多鐘的完
整舞蹈版。

蔡
依
林
深
夜
放
送
性
感
洗
手
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已故賭王何
鴻燊四房兒子何猷君和李丞責分別以某集團的
副主席和首席文化官身份，現身投資管理平台
發布會，並合力推動粵港澳三地合作，積極參
與大灣區發展，四太梁安琪，猷君太太奚夢
瑤、藝人甄子丹伉儷、關之琳均有送上花牌支
持，前來道賀有何猷亨、何超欣、黃百鳴等。
猷君受訪時表示：「媽咪身在澳門隔離中，

而太太和兒子正在上海，她們都有拍片給我打
氣，媽咪有叫我努力，自己回港10多天，都
好掛念太太和兒子，我日內會到澳門隔離再飛
返上海。」說到太太奚夢瑤已懷第二胎，已育
有一子的猷君透露：「預產期是年底，希望今
胎是女孩可湊成『好』字，但暫時不會開估

BB性別（太太會留在上海分娩？）未知，世
事無常，況且暫時仍未通關。」
近日有傳何猷亨與陳瀅再次分手，問到猷君

有否關心哥哥的感情狀況，他怪笑了三聲，繼而
嚇到後退：「唔好玩我，答就瀨嘢，你問返我哥
哥啦，我會關心哥哥，但不用關心其他人。」

何猷君冀得千金湊「好」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廣東省近日
正在面臨新一輪新冠疫情爆發的困擾，病例
主要集中於省會廣州和深圳，當局也立即加
緊所有防疫措施。溫拿樂隊「五虎」有見及
此，特別拍下呼籲短片，為廣東省同胞打氣
說聲加油，其中譚詠麟、陳友、彭健新三人
均在香港各自拍視頻，身在北京工作的鍾鎮
濤及在澳洲的葉智強亦有支持參與拍下視
頻。
溫拿齊心為廣東省同胞打氣，以「眾志成

城、齊抗疫情、齊心抗疫、同舟共濟、廣東
加油！」作口號，並了解到一眾前線人員及
醫護人員的辛勞，特別向他們予以衷心的慰
問。五虎在短片中齊作出加油手勢，其中譚
詠麟特別為大家打氣：「前線人員辛苦啦，
前線醫護人員辛苦啦，大家齊心加油！」

除了溫拿五虎以外，還有藝人呂方、陳莉
敏、趙浚承、羅鈞滿及莫家淦亦有一同為大
家打氣。呂方寄望大家眾志成城下共抗疫
情，為前線人員加油。陳莉敏叫口號：「坐
定定咪亂走，戴口罩勤洗手，打疫苗勿傳
謠，廣大抗疫一線人員辛苦晒，我哋同舟共
濟，廣東加油！」歌手趙浚承表示聽從指
揮，齊心抗疫，希望廣東早日戰勝疫情。羅
鈞滿祖籍廣東開平，故非常關心廣東同胞，
希望借此呼籲各位做好防控疫情的要求，減
少外出、減少聚餐，相信在兩三個星期之後
一定能打低疫情：「到時候再來到廣東和大
家見面一齊唱歌，廣東加油！」演員莫家淦
也呼籲記得要聽從指揮，齊心抗疫：「希望
廣東早日戰勝疫情，廣東加油！大家一齊加
油！」

群星為廣東抗疫打氣 溫拿拍片：齊心加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
祖）黎珈而（黎姿）與丈夫育
有三個女兒，平日又要打理醫
學美容生意，經常接觸不同層
面人士。而在疫情環境之下，
她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着想，
日前前往接種了第一針新冠疫
苗，並甫出相關照片，顯示她
是在中西區的中山紀念公園體
育館疫苗接種中心打針。黎珈
而接種疫苗後大讚：「工作人
員的認真和專業，讓原本有點
戰戰兢兢的我安心了很多。過程順利快捷完成，現在感覺一
切良好，會多點補充水分和休息一下。」

黎姿接種首針疫苗

●●譚詠麟譚詠麟 ●●陳友陳友 ●●鍾鎮濤鍾鎮濤

●●彭健新彭健新 ●●葉智強葉智強

●●何猷君何猷君（（左一左一））拒談哥哥戀情拒談哥哥戀情。。

● 黎姿表示接種疫苗過程
順利快捷。

第27屆白玉蘭獎得獎名單
最佳中國電視劇：《山海情》

最佳導演：張永新《覺醒年代》

最佳編劇（原創）：龍平平《覺醒年代》

最佳編劇（改編）：馬曉勇《裝台》

最佳男主角：于和偉《覺醒年代》

最佳女主角：童瑤《三十而已》

最佳男配角：尤勇智《山海情》

最佳女配角：黃堯《山海情》

最佳攝影：楊振宇《山海情》

最佳美術：邸琨《流金歲月》

最佳海外劇（短）：《調查》（丹麥）

最佳海外劇（長）：《我們這一天》第五季（美國）

最佳電視綜藝節目：《典籍裏的中國》

最佳系列紀錄片：《小小少年》（中國）

最佳紀錄片：《我當時也在》（以色列）

最佳動畫片：《媽媽的憂鬱像傾盆大雨》（法國）

最佳動畫劇本：《大王日記》（中國）

白玉蘭獎評委會大獎：《在一起》、《跨過鴨綠江》

上海電視節組委會特別獎：《擺脫貧困》

上海電視節國際傳播獎：《在一起》、《三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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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劇品質受讚賞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今年上

海電視節白玉蘭獎的海外
電視劇、紀錄片、動畫片各

有精彩表現。海外電視劇單元
評委、西班牙電視節目製作人、
監製梅一楨表示，品質依然是一

部作品成功的根本保證：「在字幕
和翻譯體系的日趨完善下，電視劇
的全球傳播已經跨越了語言障礙，此
時電視劇的品質優劣就會更加凸顯出
來，好的劇集不管來自哪個國家，都
有着優質的品質和敘事方式。」已經
在中國內地生活三年並深耕電視行業
的她也提到，中國內地電視劇的發展
「激動人心」，「不管是紀實的還是
虛構的，中國電視劇在人物角色的刻
畫、製作的技術上來說水平都非常
高。」
今年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紀錄片
類別評委、紀錄片攝影師劉湘晨
對於愈來愈多年輕人鍾愛紀錄片

的現實感到欣慰和驕傲。剛剛從新
疆拍攝現場趕到見面會的他表示，全世
界的紀錄片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質，那就
是「在場」。「在重要的歷史節點或真實
的現實生活中的在場，這個價值甚至超越
了拍攝本身。」
他強調，紀錄片提供的是電影、電視劇

無法給予和實現的價值認知：「這就是紀
錄片的奇妙所在。」
近年來，全球動畫產業正在迅猛發展，

中國內地動畫作品也陸續湧現表現不俗的
佳作。動畫片類別評委，曾創作《海爾兄
弟》的中國動畫導演、編劇于勝軍提到，
動畫片擁有非常特殊的表現形式，故事性
和美學效果都決定着一部動畫片最終能否
成功：「近幾年來，中國動畫的水平愈來
愈高，創作者們也逐漸找到了我們中國動
畫的語言表達方式，讓我們的作品不僅僅
得到了內地觀眾認可，也讓國際朋友愛上
了中國動畫。」他滿懷信心地表示，中國
動畫未來一定會有一個非常嶄新的面貌：
「去與世界交流，綻放自己獨特的魅
力。」

今年白玉蘭獎可謂「神仙打架」，《山海
情》、《覺醒年代》、《大江大河2》、

《三十而已》等一系列優質劇作成功入圍，「現
實題材」、「主旋律」等關鍵詞，也成為今年入
圍作品的重要標籤，而主旋律作品受到無數年輕
人追捧的現象，讓很多電視人都備受鼓舞。憑借
優質表演奪得視帝的于和偉便感言，能夠得獎榮
幸之至，欣喜若狂，他更感謝《覺醒年代》中，
為國家開掘前路的人。「感謝仲甫先生，感謝台
前幕後的同志。」

童瑤憑《三十而已》奪視后
現實題材的《三十而已》，則為童瑤帶來了白玉

蘭最佳女主角榮譽，她表示，在這個時代能和前輩
同行一起塑造和演繹不同的人物，為中國電視劇助
力已是幸事，「我沒想到這麼好的事能落到我頭上。
《三十而已》這部劇拍攝的時候非常不容易，我們
用了很長時間來和導演溝通碰撞，感謝我的家人。」

黃軒喬欣任海外推廣大使
今年，《山海情》不僅得到了白玉蘭獎10項提
名，更將最佳中國電視劇，最佳男女配角以及最
佳攝影等獎項均囊括其中，該劇講述了上世紀九
十年代，從寧夏貧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區搬遷到
玉泉營地區的移民們，從無到有地建設着他們的
新家園，最終走上了康莊大道的故事。其中，演
員尤勇智與黃堯均憑借劇中的不俗表現，奪得了
最佳男女配角的榮譽，該劇製片人侯洪亮更感
慨，電視工作者，唯有以最好的作品才能把觀眾
留下，「我們不能辜負，要繼續努力。」
《山海情》主演黃軒則表示，要向扶貧工作者們
致敬。他與喬欣還分別獲得了「中國電視劇海外推
廣大使」的稱號。黃軒在致謝時表示，每一個演員

都是文化傳遞者，而以影劇為載體，以演員作為媒
介來弘揚中國文化，傳遞中國文化的精神，讓他深
感榮幸，「感謝組委會給我這個榮譽，我將為此盡
一份我的力量。」作為青年演員，喬欣表示非常開
心自己的作品被大眾所喜愛，她希望能演繹更多好
的作品，傳遞弘揚中國文化。
今年，《山海情》、《跨過鴨綠江》、《在一

起》等50部優秀電視劇、動畫片、紀錄片，還將
從6月至10月通過在德國、巴西、尼日利亞、馬
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西蘭等五大洲100多個
國家的電視台及新媒體平台的展播，向全球觀眾
講述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共同追求夢想的故
事。以講述扶貧故事的《山海情》為例，它首期
將出口到幾十個國家。

《覺醒年代》將登港熒幕
此外，北京市廣播電視局副局長張蘇昨日向香港

文匯報記者透露，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覺醒
年代》今年將登陸香港熒屏，與香港觀眾見面。相
關統計顯示，《覺醒年代》在央視一套黃金時段首
輪播出時，收視率穩居中國視聽大數據排行榜第一。
《覺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雜誌》問世到
1921年後《新青年》成為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為貫
穿，展現了從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黨
建立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熱播後收視與口碑雙豐
收，成為今年內地劇集市場的第一匹「黑馬」。剛
剛進行的2021年高考中，多地語文作文題目都與
《覺醒年代》有關，引發網絡熱議，話題「覺醒年
代yyds」（yyds為「永遠的神」縮寫，記者註）衝
上微博熱搜。近年來，主旋律題材作品備受歡迎，
特別是如《覺醒年代》這樣的主旋律影視劇兼顧了
戲劇性和趣味性，創新表達方式，得到大批年輕受
眾的喜愛，引起他們共鳴和熱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

夢璟 上海報道、張帥 北

京報道）6月 10日晚，第

二十七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綻放」頒獎典禮在滬

舉行，今年，《山海情》最終成為大贏家，奪得4

獎，包括獲得最佳中國電視劇榮譽，演員于和偉憑

借《覺醒年代》奪得白玉蘭視帝，《三十而已》童

瑤則斬獲白玉蘭視后的桂冠。

第27屆
上海電視節

●于和偉於《覺醒年代》飾演陳獨
秀。

●●童瑤奪得視后童瑤奪得視后。。

◀◀2323歲女星關曉歲女星關曉
彤一身鮮紅長裙彤一身鮮紅長裙

亮相典禮亮相典禮。。

▲黃軒(左)與喬欣獲得了「中國電視劇海外推廣
大使」。

▶▶《《山海情山海情》》奪得奪得44獎獎。。

●《三十而已》劇組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