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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頒獎禮由麥克華堡(Mark Wahlberg)擔
任主持人，而且照例大玩綠液，麥克笑

言自己一定不會中招，因為他非常醒目兼且
身手敏捷，不過麥克最終仍未能倖免於難，
全身被噴綠液。至於同樣被搞到周身綠液的
還 有 負 責 頒 獎 的 美 劇 《The Big Bang
Theory》的女星Kaley Cuoco及金牌製作人
Pharrell Williams等，二人被噴後就顯得一臉
無奈。另外，美劇《吉列合唱團》女星Lea
Michele在入場的橙地毯上就遇上另類意外，
當日她穿上粉紅色吊帶喱士裙表現相當性
感，她擺甫士讓傳媒拍照時突然被大風吹起
裙底，要狼狽地把裙按住避免走光。

羅拔唐尼最勁揪
所有獎項的得獎人已經全部公布，英倫偶

像組合One Direction及金像影后珍妮花羅倫
絲成為大贏家，同樣奪得兩獎。通過票選，
1D獲頒「最喜愛組合獎」，亦憑《Story of
My Life》得「最喜愛歌曲獎」。至於珍妮花
就得「最喜愛電影女星」、「最喜愛勁揪女
星」兩獎，不過1D及珍妮花都沒有出席領
獎，齊齊避過中綠液。「最喜愛勁揪男星
獎」落入《鐵甲奇俠》男星羅拔唐尼(Robert
Downey Jr.)手中，他笑指自己不是經常也很
勁揪。事實上，際遇在多年來時常踢他的屁
股，直至有一天他決定反擊才有今天的自

己。而珍妮花主演的《飢餓遊戲2：星火燎
原》(The Hunger Games：Catching Fire)則
奪得「最喜愛電影獎」。
另外，女歌手Selena Gomez連績第6年在

該頒獎禮上有獎落袋，轉戰樂壇的她成為
「最喜愛女歌手」，於2009至2013年Selena
一直得到「最喜愛電視女星獎」，今屆「最
喜愛男歌手」則為型男Justin Timberlake。至
於視后的寶座就由小天后Ariana Grande奪
得。 ■文：Bosco

日本人氣女子組合AKB48原定在昨天於東京國立
競技場舉行第2場演唱會，但由於暴風雨所以決定取
消。至於會否安排再舉行，則仍在商議中未有決
定。昨天的演出原定會為6月畢業離隊的大島優子辦
畢業禮，及後優子與AKB總監督高橋南於YouTube
拍片致意及解釋，高橋表示知道要中止演出時感到
非常不開心，有很多成員也不禁落淚，優子則表示
為了眾人的安全才有此決定。 ■文：Bosco

AKB48取消國立競技場演出「「兒童之選兒童之選」」大贏家缺席大贏家缺席

前日，有「兒童版奧斯卡」之

稱 的 第 27 屆 兒 童 之 選 大 獎

(Kids'Choice Awards)於洛杉磯

舉行頒獎禮，大贏家英倫偶像組

合One Direction(1D)及金像影后

珍 妮 花 羅 倫 絲 (Jennifer

Lawrence)均沒有現身領獎，避

過頒獎禮大玩的綠液，而青春女

歌手Selena Gomez就連續6屆

有獎，在樂壇甚有成績的她獲頒

「最喜愛女歌手獎」。

最喜愛電影：
《飢餓遊戲2：星火燎原》
最喜愛電影男星：
阿當桑迪拿
最喜愛電影女星：
珍妮花羅倫絲
最喜愛動畫配音：
Miranda Cosgrove
最喜愛動畫片：
《魔雪奇緣》
最喜愛歌曲：
《Story of My Life》
One Direction
最喜愛男歌手：
Justin Timberlake
最喜愛女歌手：
Selena Gomez
最喜愛組合：
One Direction
最喜愛電視男星：
Ross Lynch
最喜愛電視女星：
Ariana Grande
最喜愛勁揪女星：
珍妮花羅倫絲
最喜愛勁揪男星：
羅拔唐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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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na GomezSelena Gomez

■美國女歌手Kesha
早前因為飲食失衡入
療養所，前日是她自
離開療養所後首度盛
裝打扮現身紅地毯，
顯然健康了不少。

美聯社
■格林美音樂獎歌手
Bruno Mars， 於前
晚及昨晚在香港亞洲
博覽館舉行「The
Moonshine Jungle
Tour Hong Kong」
演唱會，全場爆滿，
粉絲情緒高漲。
■樂壇「大姑媽」艾頓莊(Elton John)的伴侶David
Funish指將會在五月正式結婚，為其他同性戀者作為
榜樣。
■電影《蜘蛛俠 2：決戰電魔》 (The Amazing
Spider-Man2)一眾劇組人員前晚在新加坡出席「地球
一小時」活動，男主角安德魯嘉菲(Andrew Garfield)
及女友愛瑪史東(Emma Stone)都有到場支持。
■韓國JYP娛樂新男子組合GOT7的Facebook專頁
破一百萬個讚好，出道短短兩個多月的時間就能有這
樣的成績確實不容易。
■日本男星三浦春馬昨日因為發燒缺席了電影
《ZIPANG PUNK ~ 五右衛門Rock 3》的首映。
■日本女星米倉涼子昨日出席女性生活雜誌
《DRESS》創刊1周年活動，自嘲如果以學習烹飪作
為出嫁修行，自己肯定不能夠結婚了。

娛聞雜碎

嘉芙蓮丹露昨日先後出席香港國際電影節「菲
律賓之日」及由她主演的電影《她消失的那

五天》記者會，而記招上陶傑就擔任嘉賓司儀，
嘉芙蓮丹露對新片上畫表示期待，大讚電影拍攝
過程有趣。今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嘉芙蓮丹露
希望兩國關係繼續加強，並表示法國電影業界一
直對外開放，不斷引入世界各地的外語片，尤其
重視中國電影。曾參與超過100部電影演出的嘉
芙蓮丹露表示，現在拍戲前會跟導演見面，要故
事角色吸引到她才會演出，而和她一起拍攝的演
員也很重要。問到對新片哪一幕留下深刻印象，
她稱戲中與女兒重遇感受最深，令人牽動情緒。
另外，菲籍演員 Eugene Domingo 和 Piolo

Pascual出席「菲律賓之日」為早前菲國受風災籌
款，二人表示當地重建工作進度理想。首次來港
的Eugene希望祖國不再受颱風影響，Piolo就表示菲律賓人都能正面面對災後情
況。提到人質事件令香港和菲國關係緊張，Eugene稱不清楚當中故事，只希望兩
地關係愈來愈好，Piolo得悉香港對菲律賓實施黑色旅遊警告，望兩地能盡快、正
面解決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方力申(小方)昨日到觀塘
出席眼科活動。擔任「弱視
光明大使」的小方呼籲，眼
疾患者應要及早治療，以免
錯過治療弱視的黃金期，而
其他出席活動的嘉賓還有特
首夫人梁唐青儀等。小方表
示，弟弟先天有弱視，後來
還變成有斜視，做了手術才
有改善。
至於小方自己雖沒有弱
視，但自小就有遠視，要佩
戴鏡片很厚的眼鏡，似放大

鏡一樣，幸好醫生幫他矯正
問題才不用再戴眼鏡，對方
亦是這次活動的搞手，所以
他一定來支持活動。問到他
如何護眼？小方說：「依家
會食藍莓素及食多啲對眼好
嘅食品及生果。」除了有遠
視，小方自言亦有耳道特別
窄的問題，游水好容易發
炎，故此十一、十二歲的時
候，醫生指他不適合游泳，
而他當然沒有照做，他說：
「我惟有勤力啲抹耳仔，同
埋用特別訂製嘅耳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無綫兒童節目主
持人譚玉瑛，昨日返回電視城主持最後一集《放
學ICU》，並舉行簽約儀式，轉型做兒童節目顧
問，一眾主持人更送上鮮花和蛋糕及影大合照留
念，對於要離開工作了三十年的工作崗位，譚玉
瑛姐姐不禁眼紅紅，流露出依依不捨之情。有份
出席儀式的無綫非戲劇製作總監余詠珊(Sandy)，
強調今次譚玉瑛轉型並沒減薪，轉變都是對她
好。Sandy指譚玉瑛是個創舉，因TVB從來沒有
一個藝人做同一個節目超過三十年。
譚玉瑛昨日簽約轉型做兒童節目顧問，問到譚

玉瑛的未來動向，Sandy說一直都有部署：「同
佢傾之後嘅轉變都係對佢好，我哋好珍惜呢個藝
人，離開《放學ICU》後會發掘佢嘅另一面，當
然會以唔太辛苦佢為主，會有個調節。」問到譚
玉瑛簽新約可有減薪？她強調沒有：「無無無，
盡量令佢不變，希望未來一、兩年幫到佢生活得
更好。」她又讚譚玉瑛keep得很好：「佢再做十
年都得，不如畀啲新挑戰。」她透露譚玉瑛暫時
會加入《東張西望》，以及主持親子及正面的節
目，但都不着急的，因為她仍要兼顧顧問工作，
對方做了多年兒童節目有很多這方面的想法，希
望她幫到節目吸納後生的觀眾，幫到個節目。席
間譚玉瑛又問Sandy是否要日日返工？ Sandy就
答她：「暫時唔使。」

希望不用拍劇
譚玉瑛昨日特別穿上裙子出席簽約儀式，對於

公司昨日的安排，她表示是喜出望外，因當年她
第一年做兒童節目過生日，監製帶了蛋糕入錄影
廠為她及張國強慶祝生日，因他們相差一天生

日，昨日Sandy又帶來蛋糕及記者入來，好像好
完美的呼應。她又多謝一班拍檔主持包容她：
「雖然我成日鬧人，但多謝佢哋包容我，我畀佢
哋寵壞，希望之後我展示溫婉可人嘅一面時，佢
哋唔會唔認得。」說罷眼紅紅。
由主持轉為兒童節目顧問的她透露所簽的藝員

約是一年生約一年死約。問到會否拍劇？ 她
說：「希望唔使啦，因為住得太遠，我住大嶼
山，如果拍劇就要搬屋，有啲難度。」她又透露
之後加入《東張西望》主要做突發專題，不是八
卦。盛傳她的薪酬由九萬減至八千？她笑道：
「我就想九萬。(減薪？ ) 呢啲秘密。(對生活可
有影響？) 無影響，我覺得OK，唔OK都唔會
發生呢件事(簽約) 。」不過問到她會否掛念兒童
節目時，她坦言會掛念，又說：「你以為我係無
情無義咩？ 」對於公司的安排，她表示沒有心
淡，更強調對公司安排記者會反而是喜出望外。
她又稱幾十年前是公司安排她做兒童節目，會尊
重公司的安排。問到公司又可有尊重她的意向？
公司都有同我講，有尊重我意向，我都話好。
雖然生活作息跟以往不同，但是一種挑戰，人不
應活在一個模式當中。她自言是個隨遇而安的
人，只要開心，做甚麼都會開心，而入行前她的
抱負是掃街。她又稱覺得幾高興，不會不捨得，
又不是離開公司，又不是無得撈，只是換了工作
崗位而已。

簽約轉做兒童節目顧問

譚玉瑛眼紅紅

嘉芙蓮丹露
盼中法電影業多交流盼中法電影業多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吳文釗）法國影后
嘉 芙 蓮 丹 露
(Catherine Deneuve)
昨日在香港出席兩項活
動，她表示希望中法兩
國關係繼續加強，並說
法國電影業界尤其重視
中國電影。

小方耳道窄照游泳

■一眾主持人送上鮮花和蛋糕及影大合照留念。

■■譚玉瑛譚玉瑛((左左))出席簽約儀式出席簽約儀式，，
轉型做兒童節目顧問轉型做兒童節目顧問。。

■■嘉芙蓮丹嘉芙蓮丹
露曾參與超露曾參與超
過過100100部電部電
影演出影演出。。

■■Eugene Domingo(Eugene Domingo(左三左三))和和Piolo Pascual(Piolo Pascual(左二左二))出出
席席「「菲律賓之日菲律賓之日」」為早前菲國受風災籌款為早前菲國受風災籌款。。

■陶傑擔任嘉賓司儀。

■方力申擔任「弱視光
明大使」。■方力申與特首夫人梁唐青儀握手。

■■Selena GomezSelena Gomez獲頒獲頒「「最喜愛女歌手獎最喜愛女歌手獎」。」。路透社路透社

■■「最喜愛勁揪男星」落入羅拔唐尼
（左）手中。 路透社

■■Lea MicheleLea Michele險走光險走光。。 路透社路透社

■■麥克華堡未能倖免於難麥克華堡未能倖免於難，，全身被噴綠液全身被噴綠液。。路透社路透社

連續連續66年奪獎年奪獎 ■■高橋南高橋南((左左))與大島優子拍片向粉絲與大島優子拍片向粉絲
致意及解釋致意及解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KeshaKesh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