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紀念中韓建交二十周年，
「韓國電影展」前天在北京舉行，

韓國導演李滄東、宋海成、韓國男
星李帝勳及影展推廣大使湯唯齊出
席。影展開幕片《建築學概論》男
主角李帝勳表示，馬上就要服兵役
，但希望觀眾不要忘記他。

湯唯早前憑《晚秋》獲得韓國
多個影后頭銜，她坦言，跟韓國電
影人合作讓她看到了不一樣的世界
，豐富了她的人生；又說，韓國電
影細膩和精緻，還有對生命的深沉
感受，讓她很感動。

保童真護膚
另外，湯唯最近以大中華區代

言人身份，再為一護膚品牌拍攝廣
告，並透露了令肌膚年輕的秘訣。
湯唯表示，只靠做表面功夫是不夠
的，必須時刻保持童真的心，把青
春從根源發放出來。

湯唯亦即席分享她最愛的漫畫
，表示放假時會把握時間閱讀漫畫
，哈哈大笑便過一整天，輕輕鬆鬆
消除平日壓力。她又說，會在睡覺
前做數獨，以讓腦筋保持靈活。

湯唯挺韓國電影展

now昨日舉行記者會，出席者包括台灣
藝人陳建州（黑人）、周柏豪、黃婉曼、
Keyman、Mandy Lieu、杜如風、前黑澀會
成員Apple、大牙以及模Hailey等。無線一
人一票選港姐失敗鬧出笑話，黃婉曼與
Keyman 席間拿此開玩笑，Keyman 問黃婉曼
怕不怕《撳錢》節目 down server（伺服器
停機），黃婉曼立即說： 「我哋係葉問，宇
宙最強，所以唔怕。」

唔慣有美相伴
黑人昨日感謝大會安排兩美女陪他進場

，笑言已很久沒此機會，感到不好意思。問

他不怕太太范瑋琪扭耳仔嗎？他表示不怕，
太太知道這是工作一部分。稍後黑人將會每
兩星期來港一次做節目，若時間配合，他也
想請太太做嘉賓，但又怕跟太太同台有點尷
尬。那會否邀請好友張栢芝上節目？黑人坦
言也想，因為栢芝應有很多故事跟年輕朋友
分享，可惜對方很忙。

應屆港姐亞軍黃心穎胞姊黃幗頤是 now
的主持，對於有指港姐賽果不公，她表示，
以往也是由評判揀三甲，今次是天意，賽果亦
已塵埃落定。黃幗頤表示，決賽當晚自己跟
朋友在家中不停想投票，可惜不成功。提到
妹妹屈居亞軍，她表示，不會戥妹妹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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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蒂赫遜紅毯搶鏡姬蒂赫遜紅毯搶鏡

「第69屆威尼斯電影節」
於當地時間29日晚拉開戰幕。開

幕影片是由印度女導演美拉娜兒
（Mira Nair） 執 導 的 《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反映了組
委會對電影中女性力量的重視以及對東西方

文化衝突的關注。

大會安排糟糕
不過，開幕式的紅毯安排極其糟糕，除了主持人

沒有自己的主持位置、電視直播無英文音軌、信號中斷
等問題外，到場明星寥寥無幾，比較知名的只有姬蒂赫遜

（Kate Hudson）和妮奧美華絲（Naomi Watts），而姬
蒂由音樂人未婚夫Matt Bellamy陪同現身，分外風騷。列為觀

摩性質的華語影片《太極》劇組只有五秒鐘的紅毯時間即被帶離
，本應出席紅毯儀式的地平線單元入圍的電影《告訴他們，我乘白

鶴去了》在最後時刻被告知無法參加紅毯儀式。
美拉娜兒已經是第五次亮相水城，其開幕影片一方面描述了極具巴基

斯坦風格的夢中家園，同時又展現了美國夢對異域年輕人的種種魅惑。

三華語片入圍
在今屆為期十一天的電影節中，將有十部歐洲電影、四部美國電影及四部亞洲

電影競逐金獅獎最佳影片，和去年二、三十部參賽影片相比，數量有所縮減。儘管亞
洲軍團中有日本導演北野武及韓國導演金基德的《極惡非道2》和《聖殤》，不少中國

電影人和觀眾還是遺憾華語片早早出局，無緣金獅。
面對質疑，電影節主席巴貝拉（Alberto Barbera）在電影節開幕前的新聞發布會上

說，中國電影沒有入圍的原因很多，組委會選片是基於電影本身的創新性和藝術性。但是
他承認，中國電影工業不容小覷，明年的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肯定會有華語片入圍。

儘管華語影片缺席了主競賽單元，但中國觀眾還是可以有所期待，有三部華語影片入
圍了地平線單元，分別是李睿珺執導、根據蘇童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告訴他們，我乘白

鶴去了》、王兵執導的《三姊妹》和蔡明亮執
導的《金剛經》。

《太極》型男亮相
由馮德倫執導的華語影片《太極之從零開始》

在電影節開幕當天舉行媒體放映會，片中大量運用
的插畫轉場和遊戲元素，讓人耳目一新，更獲不少
外媒給予正面評價。

這部影片是華誼兄弟出品的《太極》三部曲的
第一部，後兩部的片名分別為《太極之英雄崛起
》和《太極之巔峰在望》。據了解，該系列的前
兩部投資超過兩億元人民幣。彭于晏隨《太極》
劇組馮德倫、梁家輝、袁曉超走上今屆威尼斯電
影節的開幕紅毯，四人不約而同以墨鏡走上紅毯
，酷勁十足。他說： 「之前沒約好，沒想到大
家默契這麼足。」 在開幕式上，彭于晏見到自
己心儀的導演米高曼（Michael Mann），更是
讓他興奮不已。

杜汶澤（阿澤）、陳靜（DaDa）
、田蕊妮、邵音音、雷宇揚及導演
彭浩翔等，前晚於出席電影《低俗
喜劇》第二度慶功宴，慶祝上映三
周票房直逼二千五百萬元，並順道

為音音姐補祝生日。音音姐
表示，生日願望是票房大

收六千萬元，就好像早前
熱爆的台片《那些年，我

們一起追的女孩》。同時
，杜汶澤宣布為慰勞台前
幕後的工作人員，他、彭

浩翔及老闆將出錢請大家赴
東京旅行。

DaDa 前晚以低胸裝示人。
近日有指她結識一位印尼餐廳闊
少蔣翹帆，但對方原來是空心
闊少；對此 DaDa 表示，與對
方只是朋友，識了一年多，
但不清楚其底細，他們只是
看過一次電影，自己沒想過
與對方發展。她說： 「現
時我不敢約朋友行街，大
家都怕了我。」

至於被指與前男友王宗堯拖拉，DaDa
表示沒有，二人當年是因性格不合分手，不
會復合。她又稱，曾致電蔣翹帆說不好意思
，而早前有周刊指她有一位九巴後人男友，
其實與對方只是於演唱會上合照，完全不認
識他，為此感到很冤枉及無奈。DaDa 表示
都想拍拖，但以不影響工作為大前提，希望
緣分早日到。

阿澤夾錢問准老婆
杜汶澤表示，預計今次旅行人數有七十

人，大約花一百萬元；並稱賺到錢，老闆當
然要答謝台前幕後，今次是他與導演及老闆
出錢，並按財富比例來夾錢。問他事前有問
准太太田蕊妮嗎？他稱當然有，這方面太太
一定答應。

音音挺劉家輝兒子
邵音音的好友劉家輝中風後，有指其第

二任妻子教唆兒子向爸爸索錢，又有傳劉家
輝性格揮霍。邵音音表示，近日很忙，未有
時間探望劉家輝。她力撐劉家輝性格很慳，
其子亦很孝順，知道其子一直在港陪劉家輝
。音音姐又表示，有時間會找他問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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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左
二）與Hailey
（左起）、
Apple、柏豪
及大牙出席
記招

言承旭無秘婚仍等愛
言承旭前天在台北出席代言

活動。原本留了鬍子的他以清新
形象出現，將鬍子剃掉了。他坦
言是在活動前剃的，現在有點不
習慣。

被爆瘀事
日前傳出言承旭在今年奧運

開幕日與緋聞女友林志玲秘密結
婚，昨日他否認已婚，坦言還未
有結婚計劃，因為要等遇到喜歡
的人。問到言媽媽有催婚嗎？他
表示，媽媽會用很平淡的方式催
婚，趕快抱孫。談起感情問題時
，只見言承旭緊張到冒汗，十分
搞笑。

最近知名作家侯文詠在新書
中寫了言承旭脫褲子打針的瘀事
，對此言承旭指，那是有趣的回
憶，對方寫出來，事前他是知道
的，二人是很好的朋友，不會介
意。他更笑言，那次亦是唯一一
次，自己因為生病要脫褲打針，
後來才知道可以打在手臂上，現
在回想也覺得好笑，並覺得自己
很笨。

▶▶ DaDaDaDa 不不
諱 言 想 拍諱 言 想 拍
拖拖

杜琪峯（杜Sir）執導的電影《盲探》，前晚在旺角鬧
市繼續拍攝。劇組在旺角的行人專用區搭建三層高的層架
拍攝全景，再分兩隊拍攝近鏡。劉德華（華仔）與鄭秀文
（Sammi）甫出現，粉絲開始尖叫，周圍並有大批市民圍觀
，不少人更拿出手機拍攝。

杜Sir發脾氣
華仔與 Sammi 在炎熱天氣下穿上厚服，在街上穿梭，

但二人十分敬業，未有怨言。前晚秦煌亦有份拍攝，拍了
不久，肥胖的他已熱得全身濕透。

由於圍觀的人太多，場面漸漸難以控制，杜Sir開始脾
氣暴躁。工作人員已不斷呼籲途人不要用閃光燈拍照，以
免影響進度，可惜控制不到。杜Sir忍不住向工作人員發牢
騷，而華仔與 Sammi 一拍完就立即在工作人員護送下跑上
保母車暫避。直至午夜，劇組才完成拍攝。

華仔Sammi拍完急閃

◀ 華 仔
拍 畢 即
上 保 母
車

▲言承旭否認已婚

◀李帝勳
（右起）
、湯唯、
李滄東及
宋海成到
北京宣傳

◀◀姬蒂赫遜姬蒂赫遜（右）（右）
與與音音樂人樂人未婚夫未婚夫
Matt BellamyMatt Bellamy
拍拖出席影展拍拖出席影展

路透社路透社

▲彭于晏（左起）、梁家輝、馮德倫及袁曉超▲彭于晏（左起）、梁家輝、馮德倫及袁曉超
齊架起墨鏡，出席電影節開幕式齊架起墨鏡，出席電影節開幕式 新華社新華社

▶▶眾評審踏紅毯，當中眾評審踏紅毯，當中
包括我們熟悉的陳可辛包括我們熟悉的陳可辛
（右三）（右三）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