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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People's Choice頒獎禮

■由於Katy Perry未
有到場(小圖)，得兩
獎的Emma就成為風
頭人物。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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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費曼亦有到場領獎。

美聯社

第38屆

美國時間1月11日，有「民間奧斯卡」之稱
的第38屆People's Choice頒獎禮在洛杉磯舉
行，雖然獎項涵括電視、電影和音樂3個界
別，可惜當晚星味欠奉，不少大明星未有現
身，當中包括是夜的大贏家、拿下5獎的
Katy Perry。 令 僅 獲 兩 獎 、 但 有 現 身 的
Emma Stone成全場的焦點。

■ 最喜愛電影獎 《哈利波特—死
神的聖物2》
■ 最喜愛電影男演員獎 尊尼特普
■ 最喜愛電影女演員獎 Emma
Stone
■最喜愛電影標誌獎 摩根費曼
■最喜愛動作電影獎 《哈利波特
—死神的聖物2》
■最喜愛動作明星獎 曉治積曼
■最喜愛劇情電影獎 《情約奇藝
坊》
■最喜愛電影影星獎(25歲以下)
Chloe Moretz

音 樂
■最喜愛男歌手獎 Bruno Mars
■最喜愛女歌手獎 Katy Perry
■最 喜 愛 年 度 歌 曲 獎 《 E.T》
(Katy Perry featuring Kanye
West)
■最喜愛年度專輯獎 《Born This
Way》Lady GaGa
■最喜愛樂隊獎 Maroon 5
■最喜愛流行歌手獎 Demi Lovato
■最喜愛鄉謠歌手獎 Taylor Swift
■最喜愛Hip Hop歌手獎 Eminem
■ 最喜愛R&B歌手獎 Rihanna

電視
■最喜愛電視網電視劇獎 《狙魔
人》
■最喜愛電視劇男演員獎 Nathan
Fillion
■最喜愛電視劇女演員獎 Nina
Dobrev
■最 喜 愛 電 視 網 電 視 喜 劇 獎
《How I Met Your Mother》
■最喜愛電視喜劇男演員獎 Neil
Patrick Harris
■最喜愛電視喜劇女演員獎 Lea
Michele
■Demi Lovato得獎後大展笑容。

路透社

■Miley Cyrus由男友陪同到場。
美聯社

除 尊尼特普(Johnny Depp)、Eminem等均未有到
了早已宣布不出席典禮的Katy外，Lady GaGa、

■Vanessa
Hudgens 翩翩
而至。 美聯社

(《Last Friday Night(T.G.I.F.》)等5獎，由於她曾客串劇集 《 情 約 奇 藝 坊 》 奪 得 「 最 喜 愛 劇 情 電 影
《How I Met Your Mother》
，故其中一獎正是「最喜愛的電 獎」， 一頭清爽髮型的羅拔於台上道︰
場。鄉謠小天后Taylor Swift於當日在Twitter上留言，指 視劇客串影星獎」
。不知是否飽受與Russell Brand離婚消息 「哇，非常感謝你，我不知道為什麼他
會在家中收看，知悉得獎後感謝大家的支持；Rihanna則 的困擾，為免被媒體追訪，她早已宣布不出席典禮。緊隨 們叫我來領獎，因為這實在是歸功於
，拿下「最喜 很多人。」他又續稱當拍攝電影時得
欣賞洛杉磯快艇大戰邁阿密熱火的NBA賽事。雖然大明 其後的則為電影《哈利波特—死神的聖物2》
、「最喜愛改編獎」等4獎。
星未有現身，但有到場的藝人、歌手均作悉心打扮，如 愛電影獎」
到很大的樂趣，令他於台上有感而
Ashley Greene、Vanessa Hudgens等，不過要數佼佼者的鐵
發︰「有很多人看了它，亦頒獎予
羅拔柏迪臣新形象示人
定是與男友Liam Hemsworth結伴到場的Miley Cyrus，Miley
它，我更感激整個拍攝過程，所以非
親身領獎的影星，就以Emma獲獎最多，拿下「最喜愛電 常感謝你們。」
一襲白色裙而至，胸前卻為薄紗，淺露春光，性感而不
影女演員獎 」及「最喜愛喜劇電影女演員獎」。上台領獎
失高貴。
老牌影星摩根費曼(Morgan Freeman)首
一刻，Emma難掩喜悅之情︰「我於8年前搬到洛杉磯，這 奪新增獎項—「最喜愛電影標誌獎」，
Katy Perry奪5獎
周我的母親搬來與我共住，而她也有出席典禮。此時此刻 他表示︰「我希望我是代表在此行業十
說回頒獎禮，當晚的大贏家正是Katy Perry，拿下「最 站在此處，感覺實在是非常瘋狂，亦很難向你形容。」上 分自豪的工作演員⋯⋯永遠感謝此一
喜愛女歌手獎」
、「最喜愛年度歌曲獎」
、「最喜愛MV獎」 台領獎者尚有羅拔柏迪臣(Robert Pattinson)，其主演電影 殊榮。」
■文︰Wyman

麥當娜作品展現愛需要犧牲

諸葛紫岐收拾心情向前行
虫老原友里為成龍Fans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 不幸小產的諸葛紫
岐(Marie)昨日繼續出席公開活動，聯同美國名媛
Paris Hilton胞妹Nicky Hilton、日本名模道端Jessica
及 原友里出席手袋專門店開幕禮，慘受流產之
痛的Marie情緒稍作平伏，但在人前仍忍不住眼濕

濕，還需要時間撫平傷口，不過提到笑 說她沒
小產的陳法拉，Marie顯然相當抗拒，不願再評論
他人的行為。
Marie的情緒相較前一天好一點，但在接受訪問
時仍眼濕濕，做完訪問後更入了後台哭泣，然後
再接受電視台訪問。當被問到陳法拉對她沒有小
產的言論，Marie築起圍欄說︰「不想評論別人的
行為，過去了亦不想再說。提到男友薛嘉麟的關
心，Marie感激謂︰「他很關心和緊張我，家人都
對我很支持，收到不少慰問電話。」回港後的
Marie已經看過醫生，問到會否再追BB？她表示︰
「醫生指我身體較弱，需要多些休息，要穩定情
緒，不可太激動，我現正調養身體，明白人要向
前望。」未來奶奶也給予她很多意見，提醒她過
一段日子才適合進補。Marie沒打算出外旅遊散
■(左起)道端Jessica、Nicky Hilton、虫老原友里及松 心，況且其母即將來港探她，由於還有工作在
岡李那來個大合照。
身，要到過年後才能完全休息。

■Marie謂做人要向前看。

首次來港的Nicky Hilton出席完活動後，今天即離
港，對於香港印象覺得很多高樓大廈，也有品嚐
中國點心，希望有時間買衫和玉石，也會買些禮
物給身在洛杉磯工作的姐姐Paris。Nicky Hilton還
搖頭示意沒意思找中國男生當男友。日模 原友
里趁 留港兩天去購物和吃中國菜，她透露很期
待跟同場的Nicky Hilton見面，之前因工作關係已
有合作機會，至於香港偶像便是成龍，但從未跟
對方碰頭，希望將來有機會合作拍戲。

安祖蓮娜 畢彼特與奧巴馬總統會面 娛聞雜碎

安祖蓮娜祖莉(Angelina Jolie)(右圖)的新作《In
the Land of Blood and Honey》日前於華盛頓的猶
太大屠殺紀念博物館(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放映後，美國時間1月11日，她與畢彼特(Brad
Pitt)(左圖)齊到白宮與總統奧巴馬見面，記者透過

白宮的窗戶瞥見他們，據白宮的發言人Jamie
Smith表示︰「奧巴馬與安祖蓮娜會面，是探討她
在幫助防止大規模暴行及打擊對婦女的暴行等方
面的概況。」
■文︰Wyman/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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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拔(右)從Ashley
■羅拔(右)從Ashley Greene
Greene
Greene
手上接過獎項。
手上接過獎項。
手上接過獎項。
路透社
路透社
路透社
手上接過獎項。
手上接過獎項。
手上接過獎項。
路透社
路透社
路透社

■電影《The Grey》於洛杉
磯舉行全球首映禮，男星畢
利谷巴(見圖)亦有到場支
持。
美聯社
■早前有報道指Beyonce於Lenox Hill醫院誕
女，卻成擾民之舉，有部分家長更考慮控告
醫院。據網站TMZ報道，紐約州衛生局亦介入
事件，不過當局表示經審查後，決定駁回對醫
院作出的投訴。此外，Jay-Z為愛女Blue Ivy
Carter作的新歌《Glory》登上Billboard榜，由於歌
曲標明「featuring B.I.C」
，令Blue成為有史以來上
榜最年輕的人。
■韓國第26屆金唱片大賞頒獎禮步入第2天，
音源部的「音源大賞」由少女時代奪得。而
CNBlue則拿下「音源本賞」
、「亞洲最佳團體獎」
及「ViVi雜誌人氣賞」
。

英國時間1月11日，
樂 壇 天 后 麥 當 娜
(Madonna)(見圖)的作品
《W.E.》於倫敦舉行首
映禮，電影中的演員
Andrea Riseborough、
James D'Arcy等亦有到
場。電影敘述了英國國
王愛德華八世的愛情故
事，一身黑色晚裝、身
披肩、手戴紅色手襪
的娜姐亮相紅地毯，非
常搶鏡，其間談到愛情
的主題，娜姐就有感而
發道︰「沒有事情可媲
美完美的愛情。」不但
如此，她又稱電影也揭
示了愛的真諦︰「它展示所有的愛均需要妥協或犧牲。」
■文︰Wyman/圖︰法新社

荷爾芭莉將3度做新娘
據外國雜誌《Us
Weekly》報道，45歲的荷
里活女星荷爾芭莉(Halle
Berry)(圖左)已經與46歲的
法國演員奧利維亞馬田
尼斯(Olivier Martinez)(圖
右)訂婚！據消息人士透
露，奧利維亞是於假期
期間，以一枚翡翠鑽石
戒指向荷爾求婚。荷爾
曾分別與David Justice及
Eric Benet結過婚，可惜
均以離婚收場，她本對
婚姻已感絕望，不過知
情人士指她已改變了主
意，全因「她信任奧利
維亞」，「他令荷爾有安
全感，他是位保護者。」
奧利維亞的前女友、澳
洲天后Kylie Minogue也於Twitter上恭賀二人︰「恭喜奧利
維亞馬田尼斯與荷爾芭莉！」此外也有指荷爾想多生一位
小孩，不過礙於年齡、糖尿病等因素，他們或會考慮收養
小孩。
■文︰Wyman/圖︰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