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準新娘金荷娜自認幸福
韓國女星金荷娜早前宣佈

將於下月19日與比她小一歲
的企業家男友拉埋天窗，二
人最近一同前往夏威夷為雜
誌拍攝婚紗照。照片於昨日
曝光，身穿白色婚紗的金荷
娜甚具氣質。金荷娜又接受
了雜誌訪問，她透露現在生
活幸福美滿，因此才能夠挑
戰於電影《女教師》中陰沉
的角色，她又強調婚後仍然
會拍戲。目前，她與未婚夫
正忙於為婚禮進行籌備工
作。

■■文：K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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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將於香

港時間下周一（29日）早上在美國舉行，姬蒂白

蘭芝(Cate Blanchett)憑《卡露的情人》(Carol)獲提名角逐影

后，頒獎禮舉行前夕，她先獲美國服裝設計師工會頒發「Lacoste

Spotlight獎」。以一身黑色鱷魚皮紋貼身裙亮相的她從服裝設計師

Sandy Powell手中領取獎項，贏得對方大讚超完美。

奧斯卡前先奪設計師工會獎

姬蒂白蘭芝
獲讚超完美

膺年度電視女演員
莉芙泰萊挺巨肚搶鏡

時裝雜誌《ELLE》前日在
倫敦舉行「Style Awards頒獎
典禮」，一眾模特兒及名人紛
紛盛裝出席，其中包括前披頭
四 (Beatles) 成員保羅麥卡尼
(Paul McCarteny)的女兒Stella
McCartney、英國女歌手Ellie
Goulding、 內 衣 品 牌
Victoria's Secret 女 模 Karlie
Kloss、莉芙泰萊(Liv Tyler)、
「變形女」露絲亨廷頓韋莉
(Rosie Huntington-Whiteley)及
女 星 伊 麗 莎 白 奧 爾 森
（Elizabeth Olsen）等。
上月於社交網站宣佈有喜的

莉芙泰萊以露肩裝登場，挺着
巨肚現身的她旋即成為焦點，
她當晚獲頒「年度電視女演員
獎」，而奪得「年度女演員
獎」的伊麗莎白奧爾森則以一
身白色超低胸裙示人，大晒
「事業線」。美國女歌手
Lana Del Rey就勇奪「年度女
歌手獎」，身穿黑色低胸裝現

身的Karlie Kloss於當晚亦有
斬獲。此外，獲得「年度突破
新星獎」的 24 歲英國名模
Suki Waterhouse 則穿上超低
胸長裙現身，可惜身材平平無
奇。 ■■文：Kat

Chrissy Teigen
宣傳新書獲夫撐場
名 模 Chrissy
Teigen前日現身洛杉
磯宣傳其最新推出的
烹 飪 書 《Cravings:
Recipes for All the
Food You Want to
Eat》，挺巨肚現身
的她獲美國歌手丈夫
John Legend 現身撐
場。Chrissy接受傳媒
訪問時表示，自己花
了3年時間說服身邊
的人接受她推薦的食
物，並指自己對食物
擁有一份熱情。

■文：Kat

美國2月23日，第18屆美國服裝設計師工會
(Costume Designers Guild Awards)在比華利

山舉行頒獎禮，藉以表揚荷里活電影及劇集的最
佳服裝設計。姬蒂碧金莎（Kate Beckinsale）、
珍妮花積遜李(Jennifer Jason Leigh)及名導昆頓塔
倫天奴（Quenttin Tarantino）等亦有盛裝赴會。
有份入圍爭今屆奧斯卡影后獎的姬蒂白蘭芝於當
日先拔頭籌奪得「Lacoste Spotlight獎」，她從服
裝設計師Sandy Powell手中領取獎項。Sandy宣
佈姬蒂得獎時表示：「姬蒂白蘭芝真的超完美。」
姬蒂領獎時提到其妹妹是舞台設計師，喜歡為她
襯衫：「我的妹妹是舞台設計師，她會為我襯衫，
我的衣着風格亦慢慢被她潛移默化了。」她又向
一眾服裝設計師致敬。

珍妮花吸金逾4億
昆頓塔倫天奴則從珍妮花積遜李及Kurt Russell

手上領取「卓越合作獎」，由金像影帝艾迪烈柏
尼(Eddie Redmayne)主演的《丹麥女孩》(Danish

Girl)就獲得「最佳古裝服裝設計獎」，動作片《末
日先鋒：戰甲飛車》(Mad Max：Fury Road)及
《Beasts of No Nation》分別奪得「科幻電影最
佳服裝設計獎」及「時裝電影獎」，而百變
天后Lady GaGa主演的美劇《American
Horror Story Hotel》則斬獲「時裝劇最
佳服裝設計獎」。
另外，憑《歡姐當自強》（Joy）
入圍爭奧斯卡影后的珍妮花羅倫絲
(Jennifer Lawrence) 就獲《福布
斯》（Forbes）選為今年度最高
收入奧斯卡提名人，她於2014
年6月至2015年6月期間，共吸
金5,200萬美元（約4億560萬港
元）十分威水！

■■文：Kat

麥當娜開騷前探孤兒
美國樂壇大姐大麥當娜

(Madonna)昨晚於菲律
賓馬尼拉開騷，然而，她
抵達馬尼拉後，並未有留
在酒店房休息，反而於開
騷前特地抽空前往當地一
家孤兒院探望兒童，認真
愛心滿瀉！她與當地的兒
童玩作一團，又放下大姐
大身份，手抱嬰兒，表現
親民。據悉，她在孤兒院
逗留約一小時後離去，隨
行者包括舞蹈員。

■文：Kat

柳俊烈盼眾人注意健康
韓國男星柳俊烈昨日連同韓

國人氣組合EXO隊長SUHO
現身首爾市狎鷗亭，出席他們
有 份 參 演 的 電 影 《Glory
Day》發布會，早前患上重感
冒的柳俊烈席間被問到其病況
時表示，希望大家都要多加注
意身體。帶病上陣的柳俊烈表
示：「由於今次患感冒的病情
不輕，現在喉嚨都不能發聲，
希望你們諒解，亦希望各位傳
媒及粉絲們都要多加注意身體
健康，不要感冒。」《Glory
Day》將於下月 24日上映。

■■文：Kat

川榮李奈
做殺人犯好興奮
日本女子組合AKB48前成員川榮李奈昨日落實將

參演日本人氣漫畫改編電影《死亡筆記2016》，並
於片中飾演其中一位擁有死亡筆記的殺人犯。川榮
表示可以挑戰自己從未演過的角色感到很興奮。此
外，AKB48 的
姐妹組合SKE48
成員小石公美子
前晚舉行畢業公
演，獲松井玲奈
現身撐場。松井
玲奈大讚小石一
直以來都很努
力，並看着對方
不斷進步。

■文：Kat

■ Chrissy Teigen
孖 John Legend 宣
傳新書。 美聯社

■川榮李奈於
片中的造型曝
光。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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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lie KlossKarlie Kloss 「「中門大中門大
開開」。」。 美聯社美聯社

■■伊麗莎白奧爾森獲封年度伊麗莎白奧爾森獲封年度
女演員女演員。。 美聯社美聯社

■■珍妮花積遜李負責珍妮花積遜李負責
頒獎頒獎。。 法新社法新社

■■姬蒂碧金莎以透視姬蒂碧金莎以透視
裝登場裝登場。。 法新社法新社

■■昆頓塔倫天奴昆頓塔倫天奴
奪奪「「卓越合作卓越合作
獎獎」。」。 法新社法新社

■■姬蒂白蘭芝獲頒姬蒂白蘭芝獲頒「「LacosteLacoste
SpotlightSpotlight獎獎」。」。 法新社法新社

■■姬蒂白蘭芝從姬蒂白蘭芝從SandySandy
PowellPowell手中領獎手中領獎。。法新社法新社

娛聞雜碎
■澳洲男星曉
治 積 曼 (Hugh
Jackman) 前 日
現身紐約，出
席《我要做鷹
雄 》 (Eddie
The Eagle)特別
放映會。美聯社
■加拿大樂壇天后Celine Dion
經歷喪夫及喪兄之痛後，前日
收拾心情重返拉斯維加斯開
騷，她於騷上悼念亡夫Rene
時不禁傷心落淚。
■日本女星仲間由紀惠近日落
實與輕部真一共同擔任富士電
視台老牌音樂節目《Music
Fair》的主持工作。
■日本女星安達祐實昨日於社
交網站宣佈將再當媽，現已懷
孕5個月。
■韓國男神玄彬早前創立經理
人公司VAST娛樂，他於昨日
開通微博向一眾粉絲打招呼。

■曉治積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