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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四大天王中唯一的黄金单
身汉郭富城!今年开始屡传婚讯" 上
周!有香港媒体报道郭富城和熊黛林
正在筹备婚事!即将于下月完婚" 不
过!!"日晚在香港出席#浮城大亨$首
映式的城城!却亲口对记者表示结婚
之说不可信%

尽管郭富城和熊黛林曾多次被
媒体拍到约会&吃饭!但两人在很多
场合都对恋情的事情抱模棱两可的
态度" 日前!再有香港媒体披露熊黛
林因为父亲患癌! 为完成老人心愿
将于下月与郭富城接婚! 并且开始
着手筹备婚礼事宜"

但郭富城!"日晚在出席新片'浮
城大亨$首映式时!却正式回答记者
说()这是不可能的!我是工作狂大家
都知道" 香港有部分媒体!他们并没
有求证过我" 我很热爱我的工作!虽
然我已经年纪不小!是一个成熟男人
*笑+!应该是要成家立室的!但不是
现在% 我的人生目标都已经编排好
了! 没有人能够打乱这个计划% ,说
完!他还半开玩笑地对坐在一旁的片
中女主角杨采妮说()所以!我真的没
有那么快结婚!采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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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
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颁奖典礼将于%月&'日在
海口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届时大奖将一一揭晓!

入围本届百家传媒年度致敬电影的影片有('夺
命金$&'最爱$&'桃姐$&'观音山$&'龙门飞甲$!

部部都是年度佳作% 本报发起的猜猜猜活动也
进行到了最后一期!'桃姐$ 刚刚在金像奖中斩
获多项大奖!'夺命金$和'龙门飞甲$也收获颇
丰!哪部电影能获得你的青睐呢-

对于百家传媒年度致敬电影来说! 有网友
认为!获得了年度致敬电影!那肯定就不能获最
佳电影了! 这就是个安慰奖% )一看就是个安慰
奖!得此奖的应该与最佳电影无缘%,第十一届百
家传媒年度致敬电影是姜文执导的'让子弹飞$!

而葛优也因此获得最佳男演员!今年的两项大奖
是否也会出现捆绑现象- 我们拭目以待%

影片'夺命金$和'桃姐$都入围多个奖项!

从最佳导演& 最佳男女主角到百家传媒年度致
敬电影!拿奖拿到手酸应该就是最好的诠释%网
友)小皇冠,说!)致敬也是一种肯定!依我看'观
音山$就不错!有青春有梦想!寻爱与被爱都是
一种幸福%非你莫属!'观音山$.,获得本报幸运
奖但是还未领取的网友或读者! 请尽快到海口
市金盘路海南日报社新闻大厦(楼(')领取% 奖

品为(杨千 签名*+或第十一届华语电影*音
乐+传媒大奖颁奖礼光碟!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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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命金$中三个背景各异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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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一宗离奇劫案而串
连起来% 身处泡沫时代!冲击不绝!人在金钱与
原则之间应如何自处- 一场股灾!一袋现金!引
发这时代的终极矛盾%一笔巨款!被身份各异的
人虎视眈眈! 上演一幕又一幕金钱与道德挣扎
的人性阴暗面!到底最后各人能否抵抗贪念!坚
守道德底线-

'最爱$是由顾长卫导演!郭富城及章子怡
领衔主演的爱情电影% 讲述了染病的得意和琴
琴很快从相恋到相爱! 在绝境中萌生的近乎看
得到尽头的爱情的故事% 白芸和俊彦本是一对
恋人! 但是俊彦受了家里的压力而娶了白芸的
好友吴明玉%在爱情和友情的抉择下!白芸默默
退出选择了友情!并随即下嫁旁人%

'桃姐$是以人命名的电影!讲述一位生长
于大家庭的少爷,-./0与自幼照顾自己长大的
家佣桃姐之间所发生的一段触动人心的主仆
情%该影片在第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颁奖礼上!

包揽三项大奖!并一举获得第&!届香港金像奖%

项大奖%

'观音山$是李玉导演与范冰冰二度合作的
电影! 也是港台传奇女星张艾嘉久违大银幕多
年之后再度演出的电影% 范冰冰凭此片在东京
电影节封后! 电影同时获得东京电影节最佳艺
术贡献奖%这是一部讲述青春与梦想&寻找爱与
得到爱&狂野与激情的电影%

'龙门飞甲$是传奇导演徐克$'!'年拍摄的
作品!是'新龙门客栈$的续集!是中国大陆继香
港后大中华区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武侠电
影% '龙门飞甲$也成为了继粤语后华语电影史
上第一部获得官方认证的2345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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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位叫做)+6789迪西,的网友
在微博上贴出了一组照片! 那是:;年前
的戛纳电影节! 在海天一色蓝成一片的
戛纳海滩上! 巩俐踏着翻滚的白浪站在
岸边!她上身穿一件白衬衣!下摆随意地
挽在腰上!露出一点平坦的小腹!下身穿
一条长及脚背的黑色西裤! 西裤将她圆
润的曲线显露无疑! 脚下则是一双露趾
高跟鞋%一头黑发松松散散地绑在脑后!

垂下!她的脸上没有浓墨重彩!最显眼的
是那两条乌黑的眉毛! 其余都只是略施
粉黛!却显得唇红齿白!照片上的巩俐微
微含笑! 整个装扮看上去淡雅又星光熠
熠%

记者随后了解到! 这组照片拍摄于
!;;&年!当时由巩俐&张国荣和张丰毅等
主演的电影'霸王别姬$参加了第1(届戛
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选! 该片当时还
凭借独特的风格一举拿下 )金棕榈奖,!

巩俐从那以后也成为戛纳电影节上的常
客%

nopq# rstuv$

如今的戛纳!红毯秀正在如火如荼地
上演!有的女星忙着露大腿!有的女星忙
着晒)事业线,!一片波涛汹涌% 反倒是巩
俐这组)另类,的昔日照片!成了!;日的
)小清新,!引发网友上万次转发% 好多网
友都由衷地称赞()这才叫女神啊.,)放到
今天来都不会土气. ,

特别是其中那张巩俐双腿并直站立!

右手轻抚额头的照片! 更让网友为之倾
倒!一位叫做)米米<思,的网友说到()太
赞了. 果然!能做当时中国女演员第一人!

不简单呐! 不管是颜还是气质还是身材!

完美. ,)=>/?=6@,则点评这身打扮道()白
衣黑裤那张主要是腰细! 她本身就高!一
下子修长的女神感觉就出来了% ,)我叫
A=?=@BC=,也称!)太美了!这样的气场和
气质甩现在的小明星D条街啊. ,

此外!还有网友贴出巩俐&张国荣和
张丰毅三人当时的合影! 再次让网友心
情澎湃! 不少网友情不自禁地赞道()巩
俐和张国荣脸长得好正!各种耐看!张丰
毅也很帅. ,)经典就是经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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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未从)艳照门,风波影响
走出的陈冠希一直是非不断!)E日凌
晨!网友又爆料!;日晚陈冠希夜游北
京时!殴打风行工作室摄影记者%

$'日早晨! 记者连线相关知情
人!了解到打人事件始末% 据该知情
人透露!!;日晚"点左右! 工作室的
摄影记者接到消息! 称陈冠希正在
三里屯的日本料理店与朋友吃饭!

遂前去拍摄% 但没想到!记者只是远
远拍了几张! 即被陈冠希身边朋友
发现!随后该记者遭到追打辱骂% 当
晚;点多!该记者报警!由于打人地
点并无摄像头! 警方认为陈冠希打
人证据不足!亦无法对其进行审讯%

据知情人透露!目前!双方已同意私
下调解! 陈冠希方面表示愿意对受
伤记者道歉及赔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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