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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年63歲的荷里活影星羅賓威廉
斯，是美國喜劇泰斗，為廣大影迷帶
來不少歡樂。羅賓一生成就非凡，曾
榮獲金球獎、奧斯卡、艾美獎及格林
美獎，可說是荷里活的天才型演員。
羅賓在1951年出生於芝加哥，小

時候生性害羞，卻有着模仿祖母的一

流功力，惹得媽媽呵呵大笑。高中時
加入戲劇社，展現更豐富的演出才
華。他早期在美國廣播公司情境喜劇
《Mork & Mindy》參演，憑飾演外星
人「Mork」為人認識，這部作品也讓
他拿下1978年金球獎喜劇類電視最
佳男主角。

《早安越南》贏2座影帝
其後，他以《早安越南》（Good

Morning，Vietnam）獲1987年金球
獎影帝，1991 年以《The Fisher
King》拿下第2座影帝，1992年以動
畫片《阿拉丁》的幕後配音贏得配音
獎。1993年，羅賓以《肥媽先生》
（Mrs. Doubtfire）拿下第3座金球獎
影帝，《肥》片中羅賓扮演成一名60
歲的老婦，應徵保母要貼身照顧兒

女。1997年，羅賓以《驕陽似我》
（Good Will Hunting）勇奪奧斯卡最
佳男配角，片中他飾演一名教授，幫
麥迪文（Matt Damon）打開心房，
找回自我與愛情。在2005年的金球
獎頒獎典禮上，羅賓獲頒終身成就
獎。
最近，羅賓除了與美國女星

Mila Kunis 合 演 《Angriest
Man in Brooklyn》外，亦與
好友喜劇大師賓士迪拿
(Ben Stiller) 第三度合作
《翻生侏羅館3：古墓的
秘 密 》 （Night at the
Museum: Secret of the
Tomb），該片將於今年
12月19日上映，此片將成
他的最後遺作。

有3段婚姻3名孩子
在私人生活方面，羅賓有3段婚姻，

3名孩子皆已成年，他與第一任妻子
Valerie Velardi相守10年，期間認識
兒子的保母 Marsha Garces。 與
Valerie離婚後，羅賓威廉斯不久再娶
Marsha，但兩人婚姻關係於2008年
劃下句號。羅賓於60歲那年、即2011
年於加州再婚，低調迎娶拍拖兩年的平
面設計師Susan Schneider。
儘管在大銀幕前為觀眾製造歡笑，

羅賓的私人生活卻並不如此美好。他
曾坦承70年代和80年代有毒品和酗
酒問題，他近年也坦承再度染上酗酒
問題。另外，羅賓生前是美國職棒舊
金山巨人隊的死忠球迷。

■文：Bosco

喜劇泰斗羅賓威廉斯
金球獎奧斯卡獲獎無數

羅賓於美國時間前日上午約11
時55分，被發現倒臥於其位

於加州北部蒂伯龍（Tiburon）寓
所內身亡。警方於12時左右接報
到場，確認死者為羅賓。他被發現
時已失去了意識和呼吸，警方即場
宣告他已經死亡，初步調查結果顯
示他是死於窒息，警方因而懷疑他
是自殺，具體死因仍有待調查。羅
賓的發言人其後再確認消息，進一
步表示羅賓已被嚴重抑鬱症折騰了
一段頗長的時間，又指他的離開是
一個悲劇，對大眾而言亦是一個損
失，並對他的死作深切哀悼。

遺孀傷心欲絕
面對丈夫的驟然離逝，羅賓的遺

孀Susan Schneider發表聲明說：
「我痛失了丈夫及摯友，而世界則
失去了一位藝術家及一個美麗的
人。我實在是傷心欲絕，希望外界
能讓我們保留一點隱私。」
美國總統奧巴馬亦對羅賓的死致

以深切哀悼：「羅賓是一個絕無僅
有的人，由他飾演外星人來到地球

起始，他便觸動了無數心靈，他為
我們無私地帶來了不少歡樂，無論
是在軍營的人，還是街上的路人，
都能從他身上獲得不少歡樂和力
量。」奧巴馬最後向羅賓的家人及
好友致以深切慰問。

美紅星感到震驚
除奧巴馬發表悼念聲明外，奧巴

馬的頭號粉絲、美國女歌手Katy
Perry 亦於其Twitter 留言表示哀
悼，美國小天后Miley Cyrus則留
言表示：「我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我未試過為了一個素未謀面的人哭
得如此厲害，但現在我的眼淚不能
停止。」「靚太」伊娃朗歌莉亞
（Eva Longoria）則留言指：「你
將會被眾人永遠懷念。」美國女名
嘴Ellen DeGeneres指：「我無法
接受這個震驚的事實，他為眾人帶
來了很多貢獻，我心碎了。」美國
男演員Steve Martin說：「我實在
難以接受這個事實，羅賓是一個受
人尊敬的人，亦是一個天才及好拍
擋。」此外，羅賓的粉絲亦紛紛到

荷里活星光大道向偶像獻上鮮花。
據悉，由於羅賓曾娶菲裔女子為
妻，因此菲律賓的影迷均視他如
「女婿」，當地人對於他的死訊感
到震驚。

向女兒送最後祝福
羅賓於自殺兩周前，於其

Instagram上載了一張他年輕時手抱
愛女Zelda Williams的照片，並留
言祝Zelda於上月31日25歲生日快
樂，又指：「妳永遠是我的寶貝女
兒，我愛妳。」而這張照片就成為
了他在個人社交網站上最後的身
影。遭受喪父之痛的Zelda昨日亦於
其Twitter引用了經典兒童小說《小
王子》一段說話來追思父親：「只
有你才能了解星星與眾不同的地
方，我在繁星中的其中一顆上生
活，我會站在其中一顆星星上微
笑。當你在夜間仰望天際時就仿佛
能看見每一顆星星都在笑，只有你
才能擁有會笑的星星。」她留言
道：「我愛你，我會懷念你，我會
繼續抬起頭仰望天空。」■文：Kat

電影工作室執行董事施南生日前親臨第
67屆瑞士盧卡諾國際影展，接受盧卡諾電影
節藝術總監Mr. Carlo CHATRIAN 頒發
「最佳獨立製片人大獎」 (The Premio
Raimondo Rezzonico for Best Independent
Producer)以表彰施小姐多年來不斷為亞洲電
影文化推廣等作出之傑出貢獻。施南生乃首
位獲得這項殊榮的華人。

盧卡諾電影節藝術總監Mr. Carlo
CHATRIAN在頒獎儀式上表示：「我感到
非常榮幸可以在這裡和大家一起表揚一位，
擁有獨立堅毅的個性，而且勇氣可嘉的職業

女性、電影製作人和影迷 。施南生不僅以
個人實力，令風格各異的導演們在事業上發
放光芒，亦能在這千變萬化的香港影壇內建
立個人風格創出高峰。我深信，今日她站在
盧卡諾這舞台上和獲取這個最佳獨立製片人
大獎的殊榮，會激勵到來電影節及
全世界的所有年輕製作人，共勉
之！」施南生答謝盧卡諾國際影展
及現場觀眾時表示：「衷心感謝過
去33年來曾經共事的所有人，他們
才是真正的幕後英雄！」

■文：Ivy

奧巴馬讚揚貢獻 深表哀悼195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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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卡、艾美獎與格萊美獎「三料王」羅賓威廉斯

（Robin Williams）美國時間前日上午在其寓所被揭發窒息

身亡，終年63歲，噩耗傳出後舉世震驚。根據警方初步調

查，羅賓被發現時倒臥於家中，並且已失去呼吸，死因為窒

息。警方懷疑羅賓是死於自殺，但具體死因尚在調查當中。

羅賓發言人指他生前患上嚴重抑鬱症。作為美國喜劇泰斗的

羅賓，多年來為觀眾帶來過無限歡樂，一代巨星的隕落除了

有不少圈中名人留言悼念外，美國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亦發表悼念聲明，肯定羅賓對演藝界的貢獻。

一代巨星殞落，羅賓之死震驚全球，一眾兩岸
三地的藝人亦紛紛送上悼念。許冠傑之子許懷欣
(Ryan)在其社交網站facebook上載了一張與羅賓
的合照，並留言表示自己於09年曾在洛杉磯機場
等候上機返港期間巧遇羅賓，Ryan指當時二人交
談了10分鐘。Ryan又大讚羅賓是他遇過最友善
的人，又表示自己從小看羅賓的電影長大，對他
的死訊大為震驚。

此外，陳法拉留言道：「好難過……多麼出色
的才華，多麼精彩的人生，可惜他走得太早。What
a brilliant life. R.I.P., Mr. Robin Williams. 」而馮
德倫則留言：「So sad R.I.P.。」另外，梁靜茹亦
大表心痛，她坦言羅賓是她最喜歡的演員：「感
到很心疼，很心疼，很心疼，很不捨。羅賓是我
們喜歡也尊敬的演員，謝謝你為我們帶來的許多
美好，R.I.P.。」

■文：K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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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南生獲頒
「最佳獨立製片人獎」

■ 韓 國 人 氣 綜 藝 節 目
《Running Man》（《RM》）
昨午完成在台灣的錄影工作後乘
機離開，獲大批粉絲送機，主持
之一的劉在石向粉絲揮手道別。

中央社
■韓國女子組合少女時代早前

到美國洛杉磯參與大型韓流騷
「KCON 2014」，並向電影
《戰神：海格力斯》導演畢維納
（Brett Ratner）「集郵」。
■美國男歌手Chris Brown與

女友Karrueche Tran分手後，有傳他對舊愛Rihanna餘情未了，希望與她重
燃愛火。
■「新蜘蛛女」艾瑪史東（Emma Stone）有望參演百老匯歌舞劇。
■鄉謠小天后Taylor Swift與好友Lorde一同上烹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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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聞雜碎

■劉在石

■施南生奪「最佳獨立
製片人獎」。

■許懷欣曾與羅賓合照。 網上圖片 ■羅賓於《早安越南》的劇照。 美聯社
■羅賓的其中一部遺作《翻生侏羅館2》
中的劇照。 美聯社

■羅賓因參
演《Mork &
Mindy》，飾
演 外 星 人
「Mork」 而
為人認識。

美聯社

■羅賓憑《驕陽似我》勇奪
奧斯卡最佳男配角。美聯社

■羅賓曾
奪 得 第
62 屆 金
球獎。

路透社

■■羅賓與女兒羅賓與女兒
ZeldaZelda。。法新社法新社

■■羅賓與妻子羅賓與妻子
SusanSusan。。美聯社美聯社

■■奧巴馬發表聲明悼念羅賓奧巴馬發表聲明悼念羅賓。。
路透社路透社

■■眾粉絲眾粉絲悼念一代巨星悼念一代巨星。。 新華社新華社

■■羅賓最後一次於個人社羅賓最後一次於個人社
交網站上載了與女兒的黑交網站上載了與女兒的黑
白照白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羅賓被發現倒臥家中死羅賓被發現倒臥家中死
亡亡，，終年終年6363歲歲。。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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