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里活麻煩女星蓮莎
露夏恩(Lindsay Lohan)
日前被指，指示他人打
荷 里 活 名 媛 Paris
Hilton的弟弟Barron。
昨日蓮莎終於沉冤得
雪，施襲者出來解釋事
件與蓮莎無關，但據悉
Paris 似乎不會放過蓮
莎，要把她告上法庭。
Barron日前在派對上
被打兼宣稱蓮莎是幕後
主使人，事件擾攘多日
後有新發展，相信蓮莎
並沒有牽涉其中。當天
的施襲者Ray Lemoine
透過發言人澄清蓮莎並
沒有主使任何人打人，當日是Barron拒絕離開場所，又囂張問知不知道他是
誰，並在盛怒之下率先動手。此外，有目擊者向警方透露當時有名男子要求
Barron離開，並用東西擲Barron的臉，不過兩名目擊者均未能認出打人的是
誰。蓮莎洗脫污名後昨日繼續在網上晒自拍照，心情似乎未受影響。話雖如
此，Barron就未知會否放過蓮莎，其胞姐Paris在網上留言要涉案人付出代價，
要上法庭告蓮莎及Ray，Paris在上周六下午已經見過律師。
此外，蓮莎的19歲妹妹Aliana Lohan似乎想跟隨胞姐的步伐進軍娛樂圈，前
晚她在YouTube上載了一段大展歌喉的短片，而蓮莎亦在網上為妹妹落力宣
傳。 ■文：Bosco

洛杉磯影評人協會前日公佈本年度得獎名單，
《引力邊緣》及《Her》均成為本年度最佳

電影。《引》片還包攬4最佳導演、最佳剪接及最
佳攝影這3個獎項，而《Her》同時也贏得了最佳
藝術指導獎。
至於影后的寶座則由姬蒂白蘭芝及法國女星
Adele Exarchopoulos各自憑《情迷藍茉莉》(Blue
Jasmine)及女同性戀愛情片《接近無限溫暖的藍》
(Blue is the Warmest Color)共同分享，而影帝則為
《Nebraska》的布魯斯鄧(Bruce Dern)。姬蒂現在
可謂是三料影后，因為她繼紐約影評人協會獎及
波士頓影評人協會獎上再度封后，相信要在明年
奧斯卡膺影后的機會也甚高。而男配角同樣有
雙冠軍出現，他們分別是《狂野青春》(Spring
Breakers)的荷里活男星占士法蘭高(James Franco)
以及《Dallas Buyers Club》的謝勒李圖 (Jared
Leto)。此外，《12 Years a Slave 》雖然橫掃了
紐約影評人協會獎及波士頓影評人協會獎，不
過在洛杉磯影評人協會獎就未見有大獎落袋，
而戲中的 Lupita Nyong'o 就得到了最佳女配角
獎。

《接》片雙喜臨門
法國片《接近無限溫暖的藍》(Blue is the
Warmest Color)獲洛杉磯影評人協會選為最佳外語

片外，在同日舉行的英國獨立電影獎頒獎禮(Brit-
ish Independent Film Awards，BIFA)上亦獲得最佳
國際獨立電影獎，可謂是雙喜臨門。此外，男星
占士麥艾禾(James McAvoy)在BIFA憑《Filth》奪
得最佳男主角獎，占士在台上喜極而泣，並笑言
感覺就像蘇格蘭贏得世界盃一樣。

■文：Bo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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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聞雜碎
■荷里活男星基斯頓比爾前日
帶同太太Sibi Blazic出席新
片《American Hustle》於紐
約的首映。 路透社

■荷里活男星艾力寶雲(Alec
Baldwin)女兒Ireland於Instragram上載身穿鬆弛熊衫踩
滑板的照片，相當得意。

■英國男子組合The Wanted成員Siva Kaneswaran與女
友Nareesha McCaffrey訂婚，他接受訪問時表示隊友
不知道他打算求婚。

■《狂野時速》男星Paul Walker日前於車禍中喪生，不
少粉絲上周日透過社交媒體召集眾人假美國加州的車禍
現場悼念他。

■韓國組合神話前日在節目《神話放送》中就隊友Andy非
法賭博一事向觀眾鞠躬道歉。

■韓國組合BEAST昨日在東京舉行迷你演唱會兼擊掌會，
為新細碟《Sad Movie》造勢，吸引1萬名歌迷撐場。
另，隊友龍俊亨的首張個人迷你專輯封面照亦於昨日曝
光。

■韓國樂隊CNBLUE李宗泫與師妹JUNIEL合唱的新歌
《Love falls》的MV昨日曝光，二人有公主抱和親吻額
頭的場面。

■韓國女子組合2NE1隊長CL落實將於本月底舉行的SBS
歌謠大戰中，與樂壇天后李孝利合作表演。

■日本名導山田洋次昨日出席新片記者會時，就老牌男
星、原名須磨啓因肝病離世一事感到惋惜，讚對方是位
優秀的演員。

■日本組合KinKi Kids為荷里活賽車片《一級雙雄》配
音，光一稱就算不喜歡賽車也能投入觀賞該片。

成影評人寵兒
姬蒂白蘭芝姬蒂白蘭芝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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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影評人協會(Los Angeles Film Critics Association)前日公佈得獎名單，由

珊迪娜布洛(Sandra Bullock)和佐治古尼(George Clooney)主演的《引力邊緣》

(Gravity)及有荷里活男星祖昆馮力士(Joaquin Phoenix)等明星坐陣的《Her》齊齊膺

最佳電影。澳洲女星姬蒂白蘭芝(Cate Blanchett )備受影評人寵愛，她在洛杉磯影評

人協會獎、紐約影評人協會獎及波士頓影評人協會獎上均成功封后。

爆Barron先動手

韓國樂隊FT Island前日
出席直播音樂節目《人氣歌
謠》，演唱新歌《Madly》
時，身穿白西裝的主音李弘
基全程右手拿咪，左手放在
褲檔上，就算左手情不自禁
抬高後，又馬上放下來，與
平時有不少手部動作的表現
差異甚大，惹來是否身體不
適的疑雲。及後，弘基在
Twitter 發文解釋，稱當時
因為褲子拉鏈開了，才會一
直用手擋住，並兩度就尷尬
事件向觀眾道歉。

■文：Mana

百變天后Lady GaGa前日現身在倫敦O2 Arena
舉行的聖誕騷，GaGa以一身型格兼晒Bra造型踏
紅地毯，同場亦有英國女子組合Little Mix及女歌
手Jessie J等人。對於能夠出席演出，GaGa顯然
相當興奮，她在Twitter留言稱自從自己受傷後就
未曾在Arena演出，很高興自己能夠返到那裡，
她當日熱唱了大熱歌曲《Poker Face》。GaGa完
成演出後可能覺得未夠聖誕氣氛，離開回酒店時
竟換上一身紅當當的裝束，頭戴綠色假髮兼插上
聖誕樹，認真誇張。 ■文：Bosco

施襲者澄清蓮莎非主謀
GaGa倫敦扮樹賀聖誕

FT Island李弘基爆無拉褲鏈

■■姬蒂白蘭芝於洛杉磯影姬蒂白蘭芝於洛杉磯影
評人協會封后評人協會封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占士麥艾禾在英國獨立電影頒獎禮
上喜極而泣。 美聯社

■《引力邊緣》得到最佳導演及最佳電影等4個
獎項。 美聯社

■■祖昆馮力士的祖昆馮力士的《《HerHer》》
孖孖《《引力邊緣引力邊緣》》膺最佳膺最佳
電影電影。。 美聯社美聯社

■基斯頓比爾（左）

■蓮莎露夏恩心情甚佳，在網上晒自拍照。 網上圖片

■Lady GaGa前日現身
倫敦的聖誕騷。 美聯社

■李弘基全程左手放在褲檔上。 網上圖片

■Barron日前
被打後宣稱蓮
莎是幕後主使
人。 美聯社

■■李鍾碩舉李鍾碩舉VV扮可愛扮可愛。。

■■李鍾碩稱仍年輕李鍾碩稱仍年輕，，
人生閱歷不足人生閱歷不足。。

香港文匯報
訊 韓國人氣
男星李鍾碩上
周來港，宣傳
將於後日(12日)
在港上的新片
《 速 水 花 美
男》，並抽空接
受傳媒訪問。他
謂自己仍年輕，
人生閱歷不足，

難以分享甚麼大道理，笑稱待10年後才夠資格說。他又表
示比起大家讚他可愛、靚仔，更希望演技得到認同，會
為了對得起演員這個稱號而繼續努力。

拒絕讓愛
李鍾碩在戲中飾演天才游泳選手鄭佑相，因闖禍被

踢出國家隊，及後重遇兒時游泳對手徐仁國，二人互
相激勵，重返國家隊出戰奧運。李鍾碩在戲中有多場
游水戲，但原來他本身不太識游水，全因導演趙鎔墡
不斷說服他出演，給了他很大的信心，而且劇本很勵
志，加上自己仍後生，都想演多些青春片，才決定接
拍。他透露《速》片以韓國奧運泳手朴泰桓為藍本，
訓練時也有以對方作學習對象，並於開拍前花了個半
月特訓泳術。
因戲中有不少裸露上身的場面，李鍾碩承認既緊張

和壓力大，因當時同期要拍攝韓劇《聽見你的聲
音》，沒有太多時間可以去健身，唯有靠節食去控制
體重，非常辛苦，所以拍畢《速》片後，即時解禁大
吃大喝，笑言：「現在肥了不少，大約5公斤。」他又
坦承《速》片留下蠻多遺憾，除了有感身材鍛煉得不
夠完美外，該片遠赴菲律賓拍攝外景，拍了蠻多場
景，可是出來的畫面卻不多。另一遺憾即是自己同時
要拍攝兩部作品，每次拍完自己的戲分後就要趕往別
處拍劇，私底下無暇跟其他演員相處，略感可惜。
他在戲中與好友徐仁國爭追女，問到現實中遇上相

同情況，會爭愛或是讓愛？他指讓愛太辛苦，會努力
去追求真愛。他又謂自己很早就出道，學校生活不
多，沒有甚麼闖禍的經驗，又感慨與同學較少聯絡。
因《速》片是部鼓勵觀眾不要放棄，努力追夢的電
影，問到他有甚麼話想跟入場的觀眾分享？他聽後哈
哈大笑，「其實我都很年輕，不知道要說些甚麼，說
真的，我的人生經歷並不多，或者等10年後的我來講
會好些。」

嫌辛苦不愛運動
回看李鍾碩出演過的角色，不少都與運動有關，如

乒乓球、跆拳道、游水等，他笑言：「其實我討厭運
動，亦沒有特別喜歡的運動，如果真的遇到好作品，
很樂意為了拍攝去學運動，但做運動真的很辛苦！」
除了跟運動有緣外，他在《速》片和古裝片《觀相》
中也演愛跟父親唱反調的叛逆兒子，他直言：「剛開

始演戲時，父親都很反對，後來才慢慢接受。其實，
多數人的父子的關係都不太好，大家都一樣，加上我
在戲中扮富家子，反叛的問題也會較多，相信很多人
看完都會有共鳴。」
談到自認屬於甚麼類型的演員時，他反問記者對他

形象如何，表示：
「作為一名演員，
當然想演技得到大
家認同，如果聽到
別人讚我演技好就
最開心。」
談 到 來 年 計

劃，他表示還未
決定，不知道拍
電影，還是拍劇
集較好，並反問
記者哪樣較好。
不過，他另一部
電 影 《 熱 血 青
春》已落實明年
在港上映，他謂
如該片明年1月在
韓國上映後反應良
好，屆時也希望可
來港宣傳該片。
■採訪：陳敏娜

李鍾碩盼演技得到認同謙稱人生閱歷不足謙稱人生閱歷不足

■■李鍾碩在戲中飾演天才泳手李鍾碩在戲中飾演天才泳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