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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文芬）據外

媒報道，紐約影評人協會（The New York Film
Critics Circle）日前公布獲獎名單，《犬山記》
包攬導演、男主、男配三項大獎，Lady Gaga憑
《Gucci 名門望族》獲最佳女主，濱口龍介
《Drive My Car》獲最佳影片。紐約影評人協會
獎是美國歷史最悠久影評人協會獎，也是奧斯卡

重要的風向標之一。
今年紐約影評人協會獎的最大贏家非《犬山

記》莫屬，故事改編自同名小說《犬山記》，由
班尼狄甘巴貝治（Benedict Cumberbatch）主演
拿下「最佳男主角」及澳洲新生代演員Kodi
Smit-McPhee拿下「最佳男配角」，珍甘比恩
（Jane Campion）亦憑此片拿下「最佳導演」。
不過，最大獎「最佳影片」則是交由日本新生

代名導濱口龍介的《Drive My Car》拿下，此片

改編自村上春樹的小說《沒有女人的男人》。
Lady Gaga自2018年起轉往電影界發展，先是
在《星夢情深》（A Star Is Born）中參與演出，
接在今年的最新力作《Gucci名門望族》中演
技大幅進步受到影評人協會肯定，爆冷榮獲今年
的「最佳女主」，而不少影評人批評Gaga的意大
利口音不標準。
值得一提，古天樂有份擔任執行監製的《一家

人大戰機械人》贏得「最佳動畫片」殊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胡鴻

鈞、陳展鵬、鄭俊弘、谷婭溦、譚嘉

儀、肥媽及李龍基等前晚出席《AEG音樂排行榜頒

獎禮》，胡鴻鈞前晚共獲4個獎項成為大贏家，亦為

樂壇成績表開創好成績。谷婭溦亦贏得2獎，且在活

動舉行前15分鐘更成為百萬辣跑的車主，原來是其

爸爸送給她的禮物，獎勵她在樂壇取得好成績，而她

也準備讓媽咪成為第一位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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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婭溦前晚共獲人氣歌曲及國語歌曲2個
獎項，她表示來港發展已6、7年，終

於能在樂壇有點收穫，希望保持這份衝勁，
繼續燃點心中這把火再發力。谷婭溦參與無
綫節目《聲生不息》，在港比賽完，將會到
其祖籍湖南再作第二輪比賽，大約要逗留4
個月，此行可以順道探望多年沒見的祖母，
並已買下靈芝及冬蟲夏草等補品送給她。
谷婭溦坦言過去一直靠家人在經濟上支
持，直到今年才開始賺到點錢，所以也
打算將所有收入回饋家人，本來也想買
禮物獎勵自己，可是太過昂貴又買不
起，最終是爸爸見她今年工作有點
成績，買了輛過百萬的保時捷跑
車送給她。她開心地表示是在
活動15分鐘前才成為車主，
但要等到明年7月新車才
運到香港，而她已有車
牌十多年，相信可以
駕馭得到，她也
準備讓媽咪

成為第

一位乘客載她去兜風。
胡鴻鈞（Hubert）坦言為拿獎感到高興，
亦令他醒覺音樂頒獎禮陸續到來：「其實我
今年無論有否得獎，都自覺做了大贏家，今
年有劇集推出，又做了演唱會、唱到喜歡的
歌，即將又出唱片，是豐收的一年。」問對
拿音樂獎項有否信心？Hubert表示入行首幾
年會有好奇心，現則是以去派對心態參加，
獎項對他來說已不是最重要，作品能獲得認
同及賞識才最開心。
Hubert於演唱會過後只休息了一天，即要

開工，並特別慰勞台前幕後工作人員。提到
緋聞女友蔡思貝連續兩晚現身演唱會撐場，
更感動落淚，他笑言也會約她吃飯答謝，卻
因思貝忙於開工拍劇，待她完成工作再約一
班好姊妹何雁詩、陳瀅、賴慰玲等聚一聚，
笑問當中全女班，他也成了「姊妹」？他擺
出蘭花手笑說：「我們根本是一群，我都是
姊妹之一。」

陳展鵬想學讀心術
陳展鵬再踏足樂壇，於年初推出新歌，現

在更獲獎，他表示在疫境之下仍能簽約做歌
手也很艱難，但開心樂壇可以百花

齊放，他也希望排除萬難再繼續推出新歌。
而他自覺唱歌較拍劇容易專注，因拍劇牽涉
很多人，比較難控制。
談到展鵬跟太太單文柔為節目《讀

心專家》做嘉賓，單文柔被讀心術師松
明猜中她在超市挑選為展鵬安排晚餐的菜
式，展鵬說：「令我好有興趣再私下約松明
交流，可以更了解對小朋友性格思維，
之後再跟其他家長分享。」展鵬又
表示節目絕無「造馬」成分，他
解說：「最初我估太太會煮蒸肉
餅，因為之前幾次她都失敗，
以為她會再試煮蒸肉餅，沒料
卻煮意粉又被大師估中，感覺
很不可思議，如果我學識讀
心可以用來傾合約會好好
多，今次真的大開眼界。」

媽咪是首位乘客
谷 婭 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阿祖）已
故樂壇天后梅艶芳
胞兄梅啟明日前向高
等法院入稟，指安樂影
片開拍電影《梅艷芳》侵犯
他持有梅艷芳的商標，要求法庭禁止電影公
司繼續侵犯商標，並申索引致損失的賠償。
梅艷芳媽媽覃美金（梅媽）近日接受傳媒

訪問時，卻唱反調罵兒子梅啟明「財迷心
竅」，對他控告電影公司一事全不知情，今
次事件只是兒子自把自為沒跟她商量過，更
不認同兒子的處事方法，但也阻止不來，梅
媽更透露最近跟兒子有點不咬弦。梅媽昨日
再發聲明跟兒子劃清界線：「本人梅覃美金
就兒子梅啟明最近入稟法院向安樂影片有限
公司索賠侵權一事，查本人從未參與此事
件，亦不會參與此後相關事宜及評論，特此
發出聲明。」
被梅媽直斥「財迷心竅」，梅啟明反應淡

然表示「有咩問題」，並表示與媽媽沒問題
發生，還一起共住，每日相見，只是梅媽因
老人病入院住了兩星期。

香港文匯報訊港台《舊日的足跡》主持車淑
梅近日請來電影《梅艷芳》導演梁樂民作客，
並親解梅艷芳歌迷對其電影製作的提問。淑梅
姐更成功隔空訪問到梅艷芳大姨甥潘文皓。
曾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編劇和最佳導
演的梁樂民本身是梅艷芳歌迷，也因電影公司
老闆江志強的緣故而開拍電影《梅艷芳》。電
影上映後，梅艷芳的歌迷對梁導演有三問，為
什麼要將（電影中的）日本歌手「洗白」？梁
樂民表示：「我相信佢（那日本歌手）係梅姐
心中嘅初戀。喺女孩子嘅眼中，初戀情人唔會
係壞嘅，或者有一啲事佢（梅姐）唔想知，甚
至唔想被記錄……多謝（電影公司）老闆負責
知會咗日本歌手，片中唔講佢全名就是出於對
佢嘅尊重。」
至於為什麼梅姐為姐姐結婚而跟姐姐吵架？
梁導演：「因為嗰個年代姐姐出嫁就等如失去
咗一個相依為命、可以倚靠嘅親人，相信佢
（梅姐）本人都唔願意向大家表達嗰種不捨嘅
心情。」
最後，梅姐一早已經宣布不領獎，她應該不
會為「最受歡迎女歌手」獎項而不安。梁導
演：「我哋只係設計一個機會，等梅姐講述自
己並非為後浪趕上而轉向（參與）公益事務，
佢嘅出發點對得起天地良心。」
另外，與梅艷芳失聯21年的梅愛芳長子潘文
皓，日前在社交平台表示他已在電影院看了
《梅艷芳》，並在帖文中抒發了感受。淑梅姐成
功透過長途電話訪問身在加拿大的文皓。

潘文皓表示：「其實六年級開始就喺呢邊生
活！當我知道有呢套電影，我一定要睇，裏面一
定會講好多有關媽咪同姨姨嘅事，爹哋、細佬都
有睇……印象中，媽咪（梅愛芳）係一個好稱職
嘅媽咪，好畀心機教我同細佬。佢係一個好積極
樂觀嘅人，遇到乜嘢難題都係笑住面對，
正如電影情節一樣。姨姨係一個好直、
好有為、好堅強嘅人，佢好鍾意講笑
令身邊人開心，時時刻刻為人哋設
想。細個嗰時我有少少驚佢，因為
佢把聲好有力量同埋威嚴，有冇
畀佢鬧過我唔記得，但係我真係
有少少驚佢，我知道佢係大明星，
佢係個永不放棄嘅人，電影中佢話
『只要有信心、世上無難事！』呢一
句正正喺佢用生命話畀我哋聽。」

完成大學 感激姨姨教學基金
淑梅姐：「你知道姨姨一直搵你哋嗎？」
潘文皓：「我只係呢一排先知道……當年我哋

唔喺香港，唔知佢搵我哋，如果知道，爹哋一定
會帶我同細佬返嚟見佢，所以當我知道佢一直有
心搵我哋，亦係佢臨終前一個心願，我真係覺得
好難過。我家大個咗，可以幫佢完成心願，即
係佢可以搵番我哋喇！其實呢兩三年，我有同姨
姨嘅Fans聯繫返先至知道有呢套電影，我先至知
道有呢一件事，係佢哋話畀我知……」
潘文皓談及近況：「我28歲，有女朋友未結

婚，我家做IT工作。細佬都好好，佢都係做

IT電影後期嘅工作。爹哋好
好，身體好好，好健康。我都
想返香港，如果可以，我嚟緊
呢半年內會返，上次2017年返
過嚟，今次我會探婆婆，佢98
歲，我好想返去見佢。」他又表示

會睇（《梅艷芳》）第四次， 隔幾日
睇一次，直到落畫，因為每一次都有唔同感
受。
淑梅姐：「有咩要對媽咪同姨姨承諾？」
潘文皓：「就係我要好好成長，好似佢哋咁對
自己同對身邊嘅人……姨姨講過希望有一晚，大
家食完飯出去望住星星嘅時候，會記得佢，一個
曾經為我哋帶來小小歡樂嘅朋友，會記住佢個名
叫做梅艷芳，我會一路一路記住佢哋，永遠永遠
以佢哋為榮！」文皓又特別補充：「其實我同細
佬好想多謝姨姨留畀我哋嘅教學基金，等我哋可
以順利讀完大學，家有一份幾好嘅工作。」
淑梅姐表示，年輕人能飲水思源，十分難得。

太遲獲悉梅艷芳尋親遺願
梅姐姨甥潘文皓深感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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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影評人協會得獎名單揭曉
《犬山記》奪三獎 Lady Gaga爆冷稱后

● 谷婭溦坦言過去一直靠
家人在經濟上支持。

●● 陳展鵬表示在疫境之下陳展鵬表示在疫境之下，，
仍能簽約做歌手也很難得仍能簽約做歌手也很難得。。

●● 胡鴻鈞表示會以去派胡鴻鈞表示會以去派
對心態參加頒獎禮對心態參加頒獎禮。。●● 蔡思貝近日開始忙蔡思貝近日開始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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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演梁樂民接受車淑梅訪導演梁樂民接受車淑梅訪
問問，，並親解梅姐歌迷提問並親解梅姐歌迷提問。。

●● 梅姐大姨甥潘梅姐大姨甥潘
文皓文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Lady Gaga在電影中飾演狠
心買兇弒夫的黑寡婦。

▼ 班尼狄甘巴貝治主演《犬山
記》勇奪最佳男主角大獎。

●●谷婭溦與父母曾亮相谷婭溦與父母曾亮相TVBTVB。。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