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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女影人頒獎禮
表揚女影人頒獎禮
■年紀輕輕的Elle Fanning也獲
邀出席典禮。
美聯社

姬 感謝靚佬湯激勵
蒂
獲
獎

■「湯嫂」獲獎
也不忘感謝台下
的父母及丈夫(圓
圖)。
路透社

美國時間6月16日，加州比華利山舉行了「2011

Crystal And Lucy」頒獎禮，典禮志在表揚一眾女性

電影人。安納貝寧（Annette Bening）
、「湯嫂」姬
蒂荷姆斯（Katie Holmes）等均有斬獲，大會更特意

頒發人道主義獎予已故影星「玉婆」伊莉沙伯泰萊

（Elizabeth Taylor）
，孫女Naomi Wilding上台代為領
獎時忍不住嗚咽。

典上述影星外，尚有Garcelle

禮由Melissa McCarthy主持，除

■「玉婆」孫女Naomi Wilding
於台上忍不住飲泣。 美聯社

■安納貝寧於台上風騷發言。
美聯社

都激勵 我。」
她又表示很希望扮演迷人的角色，
Beauvais、 Sarah Chalke等到場，近來 就 如 Grace Kelly及 瑪 麗 蓮 夢 露
炙手可熱，在《S8驚世檔案》中表現 （Marilyn Monroe）的混合體，「她們
備受讚譽的艾麗芬寧（Elle Fanning） 是非常不同，但當合成為一位角色
也有現身，還上台發言，事後更與 時，那種嫻淑高貴的感覺、那種痛
「湯嫂」來個擁抱，重演了《S8》首映 苦，還有那份力量，我均有興趣去探
與「靚佬湯」相擁的一幕。
索。」 而安納則獲「2011卓越電影
水晶獎」
，她在台上表示自己正「進入
追頒人道主義獎給玉婆
一個新階段」，有「重新開始」的感
當晚最搶鏡的必定是姬蒂，因為她 覺；她還暗示在未來一年，自己有一
攜同父親Martin及母親Kathleen出席典 些感興趣的計劃。
此外，已故的「玉婆」也獲追頒
禮，一同見證其獲得殊榮的一刻。手
。其
執「The 2011 MaxMara Face of the 「2011 Norma Zarky人道主義獎」
Future」獎座的姬蒂在台上自然會感 孫女Naomi聯同其丈夫Anthony Cran齊
謝台下的父母。丈夫湯告魯斯雖然沒 現身。Naomi於台上代為領獎時，不
有到場，但姬蒂表示丈夫對他影響甚 知是否過於激動，忍不住流下淚來。
■文︰Wyman
深︰「他獻身於其工作及家庭，每日

亡羊補牢改封面
哈里斯 成「走佬新娘」

許永生攝位慶祝
賀金賢重連奪兩冠軍

韓國組合SS501隊長金賢重本月8日推出首張個
人細碟《Break Down》
，回歸各大音樂節目不足一
周，已先後憑主打歌《Break Down》拿下本周
《MCountdown》及《音樂銀行》首位，其隊友許
永生連續兩天現身會場，祝賀他奪冠。
金賢重前日錄製《MCountdown》時表示為了宣
傳新碟，近日都沒有時間睡覺，當司儀宣佈他擊
敗組合FT Island和Secret封冠時，金賢重直言：
「剛回歸就獲得這麼好的獎項，真的很感謝一起等
待的粉絲及製作新碟的工作人員，亦感謝像子女
般對待我的李浩延社長和裴勇俊大哥。」據悉，
金賢重早前錄影綜藝節目《黃金漁場》時，透露
如果在音樂節目獲得第一名，會感謝李浩延社
長，可見他遵守了承諾。
昨日金賢重在《音樂銀行》則以4222票打敗3周
冠軍的男子組合BEAST時，其隊友許永生亦連續
兩天現身會場，賀他奪冠。據悉，金賢重是SS501
各成員單飛出碟後，首位成員拿下冠軍寶座，因

■許永生即場學舞。

網上圖片

此分外有意義。他在台上亦特別多謝許永生的支
持，直言：「這個獎項要與在我活動之前就給大
家帶來好作品的永生一起分享。」金賢重表演得
獎歌時，許永生亦留在台上，即場跟舞蹈員學
習，為他伴舞。
■文：Mana

李孝利被39名猛男包圍

韓國性感天后李孝利（見圖）日前為男性雜
誌《Arena Homme+》7月號拍攝造型照時，工
作人員安排足球員、健身教練、男模特兒、搖
滾樂隊No Brain、偶像組合Teen Top等合共39
位男仕參與拍攝。期間，李孝利穿 綴滿閃石

在結婚前夕反悔的準新娘子
哈里斯（Crystal Harris）
，情節
與 電 影 《 走 佬 俏 佳 人 》
（Runaway Bride）頗有雷同之
處，同時亦令《花花公子》創
辦人赫夫納（Hugh Hefner）非
常丟臉。俗語有云「衰開有條
路」，7月號的《花花公子》更
以哈里斯（見圖）為封面人
物，還要被形容為「美國的公
。有鑑
主—Mrs.Crystal Hefner」
於此，赫夫納即亡羊補牢，他
在Twitter寫道︰「近來的事件使
7月號的封面印有特別貼紙，到
書報攤查個究竟吧。」封面上
哈里斯的下半身有一張很大的
紅色貼紙，標明「走佬新娘就在這期」
，看到此不禁令人嘆息。
■文︰Wyman/圖︰美聯社

的黃色長裙，被韓國大學和延世大
學欖球隊包圍，她透露從以前就幻
想過成為眾多男孩追逐的對象，但
笑言：「不知道年青人認不認識
我？」而在另一張造型照中，她穿
一件頭泳裝躺在身上，身旁則躺
滿穿 三角泳褲的猛男們，襯托其
獨有的嫵媚。她表示為該輯照片嘗
試了punk、性感、純真等多種風
格，誘發了其潛在的魅力。
另一方面，李孝利去年推出的大
碟《H-Logic》內共6首歌涉嫌抄襲而惹來爭
議，當中《鞦韆》一曲約有四分之一的旋律抄
襲加拿大歌手兼作曲家Georgia Murray的《我們
永遠不知道》
，Georgia日前表示獲得賠償，但
金額不便透露。 ■文：Mana / 圖：網上圖片

攜貓宣傳新戲
朴敏英遭胸襲 險走光
間白貓似是被閃光燈嚇到，動來動去，就算朴
敏英低頭細聲哄牠，亦無補於事。白貓更突然
伸出前爪撲向朴敏英的胸部，把她左邊的肩帶
扯下，她連忙抱高白貓，避免肩帶掉下來，主
持人亦馬上護駕，擋在她身前，工作人員把白
貓抱走，並協助她整理衣服。事後，朴敏英仍
然滿面笑容面對記者的提問，似乎不受胸襲事
件影響，而主持還開玩笑說她因是次意外，將
成為各大報章的頭條。
另一方面，朴敏英和李敏鎬主演的韓劇《城
■朴敏英被胸襲時，十分狼狽。 網上圖片 市獵人》前晚上映了一場色誘戲。朴敏英因淋
韓國女星朴敏英前日為主演的恐怖片《貓》 雨令白Tee變得透明，身材和內衣若隱若現，
出席在梨花女子大學舉行的製作記者會，大會 李敏鎬看後大為心動，但仍然保持風度，拿出
■文：Mana
安排一隻白貓與朴敏英一起接受傳媒拍照，期 衣服讓她更換。

■金賢重致謝辭時，許永生在後面
打氣。
網上圖片

睽違3年再出新專輯
麥當娜 下月重返錄音室
52歲的麥
當娜（見圖）
自3年前發
行 專 輯
《 H a r d
C a n d y 》
後，一直就
沒有再發行
新專輯的任
何消息。而
去年12月
時，娜姐在
Facebook亦
曾表明自己
有意復歸音
樂事業，但
可惜自此後卻渺無音訊。直至日前，其經理人
Guy Oseary在Twitter上寫道︰「麥當娜下月開
始進入錄音室為其新專輯工作，她已有了要跟
哪些製作人一起工作的想法，新作品的風格目
前還是有很多疑問⋯⋯敬請留意。」其實09年
時娜姐曾推出了一張個人音樂精選集
《 C e l e b r a t i o n 》， 不 過 她 既 忙 於 拍 攝 電 影
《W.E》，又與女兒Lourdes Leon創立服裝品牌
「Material Girl」
，她更本分身不暇，無法專注於
音樂上。此外也有指她與Lourdes攜手錄製的單
曲《It's So Cool》
，可能會收錄在新專輯或由她
執導的電影《W.E》原聲大碟中。
另一邊廂，Lady GaGa歌曲《The Edge of
Glory》的MV亦告面世，不過有人指MV風格與
80年代麥當娜的風格非常相似，而其「牛肉裝」
也於搖滾名人堂中展出。
■文︰Wyman/圖︰資料圖片

前田敦子晒名牌iPad套
大島優子興奮衝浪
由大島優子（見
圖）、北原里英、指原莉
乃及橫山由依組成的
AKB48分支Not yet，將於
下月6日推出新單曲《波
浪上的刨冰》，日前她們
為新歌拍攝MV的造型照
曝光。據悉，她們於上
月中前往伊豆半島南部下田市的某個私人海灘拍攝該曲MV，並初嘗
滑浪滋味。大島坦承：「我從未試過滑浪，想不到花了約一小時學習
後，竟然能夠在第2次試衝浪時，成功站在滑浪板上，真的很神奇！」
大島玩得開心時，500名獲邀在場觀賞的粉絲亦落力為偶像打氣。
另一方面，日前被踢爆與中年男性穿情侶裝逛街的前田敦子，近日
在網上感謝歌迷支持她的首張個人細碟《Flower》外，又展示自己的
新白色Chanel iPad套，她稱：「這個是我近期最喜愛的物品，是我出
席活動時，得到的紀念品。」
■文：Mana / 圖：網上圖片

娛聞雜碎
■占基利(見圖)上節目
《Today》宣傳新戲《黑癲鵝先
生》
，期間他扮馬仔被主持人
Matt Lauer騎 ，事後Matt表
示對此感到難以置信。美聯社
■《哈利波特7》的下集即將
上映，書本作者J.K.羅琳日前
開了一個新的並以波特為名
的網站(www.pottermore.com)，並寫上「敬請期待」。不過發言人
Rebecca Salt表示網站與出書及電影都無關，問到羅琳為甚麼開新網
站，Rebecca則表示無可奉告。
■鄉謠歌手Garth Brooks入選第42屆歌曲名人堂，他更與Billy Joel在台
上表演。
■人氣組合Super Junior昨日出席2011首爾夏季購物大使委任儀式，他
們還被選為最想同遊韓國的伴遊嚮導，BIGBANG及JYJ則分別排第
二、三位。
■演員韓在錫和朴率美昨日宣佈熱戀一個多月，指因去年一起拍攝韓
劇《巨商金萬德》而結緣。
■女演員竹內結子日前遭日媒爆料，傳於今年內與 雅人閃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