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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北影節開幕前奏 群星踏紅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第十二屆北京
國際電影節將於 8 月 13 日至 8 月 20 日在京舉行。在昨
日舉行的紅毯儀式上，香港著名導演爾冬陞，香港
演藝明星古天樂、惠英紅，台灣演藝明星張信
哲，內地導演黃建新，內地演員李雪健、葛
優、吳京、陳寶國、沈騰、王俊凱、姚晨等

古天樂攜機甲頭盔
為新片「拉票」

香港帶 導領 演陳 爾寶 冬國 陞、

馬蘇、阿雲嘎、王鏘、丁
程鑫等《海的盡頭是草原》
均有亮相。此外主辦方還邀請科學家和奧
主創團隊走上紅毯，與影迷分
運冠軍走上紅毯，為中國電影助力。
享創作感受。該影片根據「三千
孤兒入內蒙」的真實歷史事件改
編，全景式再現了 60 年前那一段永
遠鐫刻在歷史豐碑之上、流淌民族
大愛的共和國往事。影片將鏡頭對準生
活中的平凡個體，以細膩筆觸捕捉人物內
心情感，描繪出一幅感動人心的歷史畫
卷。據悉，該影片已入圍本屆「天壇獎」
主競賽單元，並作為開幕影片開啟本
屆電影節的光影盛典。影片主創團
隊在紅毯儀式上表示，希望影
迷屆時到影院體驗這段充滿

大愛的傳奇往事。

惠英紅吳千語全黑
「母女」
裝
影后惠英紅也帶來她的力作《一路瞳
行》，電影主創吳千語、吳岱融也一同走上
紅毯。當紅姐一身黑色鏤空蕾絲套裝優雅霸
氣登場時，引來現場粉絲歡呼掌聲。影片中
與紅姐搭檔的吳千語一襲黑色吊帶露腰長裙
搭配披肩，氣質出眾。惠英紅表示，《一路
瞳行》講述擁有一雙明眸的朱芷欣（吳千語
飾），卻有一對失明父母：甘笑紅（惠英紅
飾）、朱國強（吳岱融 飾）。乖巧懂事的她
從小便成為父母的「眼睛」的感人故事，目
前已定檔8月26日內地上映。
由吳炫輝執導，古天樂擔任總監製，古
天樂、劉青雲、劉嘉玲領銜主演的中國首
部機甲硬核科幻巨製《明日戰記》日前在

京舉行 IMAX 首映禮。在昨日的紅毯儀式
上，古天樂也帶來他的機甲頭盔，現場再
現影片炫酷魅力。古天樂更是現場拉票，
希望影迷走進影院通過 IMAX 大屏幕感受
電影魅力。據介紹，《明日戰記》在 8 月 4
日點映後吸引了大批影迷關注，片中融入
中國元素的硬核機甲特效備受觀眾稱讚，
熱血澎湃的打鬥場景被很多機甲愛好者稱
為「一場科幻機甲粉的視覺狂宴」。

▲古天樂帶他的機甲頭盔走紅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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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晨大晒美腿，性感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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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屆香港主題電影展杭州開幕
7 部經典作品修復展映

兩地影視合作相互成就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也是第 10

屆香港主題電影展的舉辦，具有雙重意義。」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主
任蔡亮表示，隨香港回歸祖國，兩地電影交
流開拓了更多渠道。2003 年《內地與香港關
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簽署以來，兩
地電影人有了更多機會交流電影製作技術和經
驗，共同製作的影片也日益增多。2019 年更
是進一步推出多項放寬措施，增強香港與內地
合拍片的靈活性，讓彼此優勢互補、相互成
就。
她表示，電影業一直是香港創意產業的重要
一環，也是內地與香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與
載體。兩地電影合拍片的產量和製作規模逐年
增加和擴大。在與內地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過程
中，香港電影獲得更廣闊的視野。
浙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浙江省電影局局長
葛學斌表示，近年來浙江電影業發展非常快，
無論是內容創作、電影市場還是院線管理都處
在全國的第一方陣。而且浙港兩地電影人的交
流也非常頻繁，合作產生了很多叫座又叫好的
電影作品。「今天的牽手會帶來明天更好的合
作。特別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故事可以
大量走進我們的生活，讓我們共同感受和分
享。期待兩地合作能夠產生更多體現中國氣派
和中國精神的電影作品。」

◆浙港兩地嘉賓出席開幕式。

◆現場座無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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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定欣馬國明自嘲笨拙 唐詩詠逃避玩《獎門人》

◆ 蔡嘉欣網上宣傳美容產
品時疑造假自製黑眼圈。
品時疑造假自製黑眼圈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開心無敵獎門人》前
晚請來「白色強人隊」郭晉安、陳豪、胡定欣、馬國
明、唐詩詠、張曦雯及「流行都市隊」安德尊、張美
妮、蔡嘉欣做節目嘉賓大玩經典遊戲，胡定欣笑言已
經不記得有沒有上過節目，因為印象模糊，相信有都
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希望前晚能找回失去的回憶。
胡定欣笑稱上遊戲節目已有心理準備將她最根底的
笨拙展示出來，並說：「我最怕玩辣辣壽司，我不是
怕吃壽司，而是怕被人看到自己反應慢，身體跟腦袋
又不協調。我有看豹哥（單立文）和黃智雯的一集，
在弱方面我應該比他們強，但見到他們載一箱一箱
獎品回家，皆大歡喜很開心。」
馬國明與唐詩詠都表示上一次玩《獎門人》已是十多
年前的事，詩詠更說自此開始逃避這個節目，不想被人
看到她差勁的一面，馬國明也說：「我就沒有逃避，但
刻意避開，因為我玩遊戲很蠢，全隊玩遊戲最強應該是
定欣。」笑指定欣剛說在弱方面比較強，詩詠聞言笑
道：「我們是『白色蠢人』，有定欣和安仔（郭晉安）
兩個院長就夠。」二人又稱害怕玩所有獎門人的遊戲，
因為在講解時他們已聽不明白，馬明試玩時已全部玩
錯，希望正式時有「獎老」錢嘉樂和阮兆祥幫助，也希

望不會拖累到要超時錄影，大家能準時收工。

蔡嘉欣回應宣傳美容產品造假
蔡嘉欣首次參與
《獎門人》
節目，她高興與遊戲高手安德
尊同隊，對自己的轉數也有信心。早前她在網上宣傳美容
產品時疑造假自製黑眼圈，蔡嘉欣表示工作由公司安排，
內容也是由客戶安排，並解釋產品是有效的，只是手法太
誇張。至於今後遇到類似情況會否先反映意見，她表示有
跟客戶溝通，但承認做藝人有時會比較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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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港姐才藝表演 何思懿連跳三場舞搶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 杭州報道）為慶
祝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由香港特區政府駐
浙江聯絡處與百老匯電影中心攜手呈獻的第
10屆香港主題電影展杭州站前晚正式開幕。
據悉，此次電影展以「歷久彌新．經典永
存」為主題，挑選的 7 部香港電影經典作品均
以重新修復的形式與觀眾見面，帶領觀眾領略
香港的璀璨風貌與文化底蘊。其中包括李小龍
代表作《猛龍過江》；內地首映的吳宇森傳奇
武俠片《豪俠》；獲第 7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
佳電影、最佳編劇、最佳攝影三項大獎的《秋
天的童話》以及港星薈萃的賀歲經典喜劇《家
有喜事》等。
「我印象中這部片子應該是第一次在杭州的
大屏幕上映，今天看到的又是粵語版的，感覺
非常難得。」由張國榮與常盤貴子主演的《星
月童話》作為開幕影片當晚上映，杭州觀眾程
先生說，「我們 80 後可以說是看香港電影
長大的，它打開了我們了解外面世界的大門。
希望今後除了看到更多香港新出品的電影之
外，能夠有機會看到香港經典電影在杭州的重
映。」

◆一班候選港姐展現青春活力
一班候選港姐展現青春活力。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19位候選港姐佳麗昨日
繼續在愉景灣集訓，並進行才藝表演拍攝，總經理曾
志偉、導師趙增熹、麥秋成亦有到場欣賞。佳麗們分
成兩隊表演跳舞，而 5 號陳婉怡、9 號陳銘鳳及 10 號
何思懿則有機會單人表演，她們分別表演彈琴、唱歌
及跳舞，陳銘鳳自彈自唱時明顯忘記歌詞，她以笑遮
醜叫現場佳麗陪她一起唱，而有舞蹈底子的何思懿連
跳 3 舞蹈，她直言跳舞是她的長處，希望在比賽中幫
她爭取到分數。
獲選為兩隊隊長的 3 號陳瑞菱和 13 號邢慧敏，她們
剛巧獲分配同房集訓，笑問二人會否分享各自隊員的
訓練情況，邢慧敏說：「當初都以為要保護隊員，但
訓練後發現兩組要經常合作，有些佳麗沒有舞蹈或唱
歌底子，所以都有攤開來講，互相幫助。」陳瑞菱就
稱一直想認識邢慧敏，剛巧同房讓她得償所願，問她
跳舞經驗如何，陳瑞菱表示大學前有學 hip hop，為
才藝表演她準備了肚皮舞，希望到時有機會給大家欣
賞到。邢慧敏就稱在短短兩三日要記熟舞步很有難
度，希望大家見到她們有進步和努力。她同時稱以空
中瑜伽應付才藝表演，並相信大會到時在紅館設置的
舞台很安全，因為擁有多年舉辦港姐的經驗。
何思懿連跳多場表演，被封為「跳舞擔當」，她坦
言中學開始已學跳舞，hip hop、爵士舞，甚至鋼管
舞也學過，訓練期間她也主動教其他佳麗練舞。問到
跳舞環節是否有最大信心，何思懿說：「跳舞是我的
長處，多謝節目組安排給我展現優勢，不停跳覺得很
開心，但都有些氣喘。」至於有沒有其他秘密武器應
付才藝表演，她表示仍未想到，擔心一直跳舞怕被觀
眾看厭。14 號梁超怡被指有多個紋身，日前泳裝要用
化妝遮蓋，她稱紋身是私
人問題不願多談，希
望大家專注她其他
演出方面。至於
她是否擅長跳
舞，她表示高中
時有學過一兩
年hip hop，雖
然不算有舞蹈底
子，但覺得自己
◆ 10 號何思懿被封
是學習快和很易投
為「跳舞擔當
跳舞擔當」。
」。
入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