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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撒電影獎頒獎禮前日舉行，法國女
星茱麗葉庇洛仙(Juliette Binoche)、

Emmanuelle Beart及英國女星姬絲汀史
葛湯瑪士(Kristin Scott Thomas)都有到
場並合影。茱麗葉以一套白色晚裝示人，
顯得高貴大方。法國導演 Philippe
Faucon在今屆憑《Fatima》奪得「最佳
電影獎」，該電影是講述一名摩洛哥移
民女性，她身兼清潔工作，在法國艱辛
養 育 兩 名 孩 子 的 故 事 。 另 外 ，
《Fatima》亦為26歲的Zita Hanrot帶
來「最佳女新人獎」。入圍奧斯卡最佳
外語片的《Mustang》則囊括3獎包括
最佳處女作電影，此片是描述土耳其鄉
村5名姊妹被迫相親結婚的故事。米高
德格拉斯以荷里活影星的身份在頒獎
禮上榮獲「終身成就獎」，上台時全
程以法文致詞，他以法國菜比喻電
影，稱一部好電影需要出色的劇本、
導演及演員，很高興自己經常有機會

成為這些「好材料」的一分子。
凱撒電影獎展現出多元性，提名中擁有不

少女性電影人，而入圍最佳女主角的演員更
包括阿爾及利亞及摩洛哥人。相比之下，於
香港時間周一舉行的奧斯卡頒獎禮就明顯
「太白」，演員和導演入圍名單清一色都是
白人。另外，「第9屆Women in Film奧斯
卡前夕雞尾酒派對」前日在加州舉行，多名
奧斯卡提名人包括艾莉西亞維肯特(Alicia
Vikander)、珍妮花積遜李 (Jennifer Jason
Leigh)等都有到場。金像影后珍妮花羅倫絲
(Jennifer Lawrence)在活動上再次提到荷里
活男女演員同工不同酬的現象，並保證支持
柏翠茜亞雅琪(Patricia Arquette)於請願網站
「Change.org」發動聯署的行動。此外，今
年奧斯卡提名欠缺多樣性引發爭議，
《USA Today》檢視荷里活片商今年將發
行的184部電影，認為奧斯卡幾乎都是白人
入圍的紛爭，明年不可能減少。

■文：Bosco

有「法國奧斯卡」美譽的第41屆凱撒電影獎(Cesar Awards)前日在

巴黎舉行頒獎禮，法新社報道，凱撒獎廣泛展現今年法國影業的多元

性，而荷里活老牌男星米高德格拉斯(Michael Douglas)在頒獎禮上榮

獲「終身成就獎」。

凱撒電影獎呈多元性

韓國女星河智苑去年和陳柏霖簽進天下無敵國際文化有限公
司進軍中國，二人合作拍攝了新片《致命戀愛》。但是該電影
因為版權費過高，目前尚未找到台灣代理片商。
據悉，《致命戀愛》的韓國片商開出天價，可是台灣代理片

商認為難以回本，所以紛紛不敢買片。有片商表示，該片雖有
陳柏霖助陣，但本質上還是韓國電影，除非韓國方面有降價空
間，否則《致》片未來在台灣上映機會渺茫。

《我們相愛吧》延播
另外，陳柏霖與韓國綜藝節目《Running Man》女星宋智孝
出演內地真人騷《我們相愛吧》，節目原定今日首播，不過日
前電視台方面發聲明表示節目需要延播，讓期待節目出街的粉
絲氣得大罵電視台沒信用。電視台方面說因節目調動的關係而
延播，並沒有交代何時會播，只是說在三月春暖花開時節目便
會跟大家見面，希望粉絲理解和支持。然而粉絲得知消息後都
大感晴天霹靂，因為見他們拍攝已一段時間，但直至現在都未
知何時可以看，均留言炮轟電視台沒信用。 ■文：Bosco

韓國女子組合 EXID 成員
Hani人氣急升，工作自然排得
滿滿，但同時身體也變得不健
康。Hani的經理人公司昨天表
示，Hani近期因忙於準備演唱
會、綜藝和多樣活動，造成過
度疲勞，加上平日已患有腸
炎，在醫生的建議下將停工休
息一個月。Hani 雖然正參與
SBS綜藝節目《白鐘元的三大天
王》錄製，但是她將放下工作
短暫離開該節目。經理人公司
補充說，雖然她仍有參與錄製
的意願，但考慮到健康，決定
暫時退出，希望她能夠早日康
復，以嶄新的形象回到粉絲身
邊。 ■文：Bosco

披頭四主音約翰連儂
(John Lennon)的遺孀小
野洋子，前日被救護車
送往紐約一間醫院，甚
至傳出她是因為中風需
要送院。其發言人作出
否認，據知小野洋子出
現嚴重的感冒徵狀才入
院，而且情況好轉，相

信便快可以出院。她的兒子Sean Ono Lennon也有在網上否認
中風傳聞。紐約消防部門發言人表示，當局於周五晚上9時左
右接獲有人報警求助，派出一輛救護車到曼克頓72街和中央公
園西交界處一個住宅單位，把小野洋子送往醫院。小野洋子自
1973年起，便在曼克頓上西區那座豪宅內居住。丈夫約翰連儂
於1980年11月8日，在大廈門外被一名男子開槍擊斃。

■文：Bosco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敏娜）
國際知名棟篤笑巨星 Russell
Peters前晚首度假澳門新濠影滙
綜藝館舉行「Almost Famous世
界巡迴棟篤笑」，吸引不少粉絲
捧場。Peters全晚與觀眾互動頻
繁，他見到有觀眾遲入場，主動
透露他們沒有遲很多，當再見到
另一對觀眾遲入場時，他向他們
介紹前一對遲入場的觀眾，還謂
對方兜了一個大圈才找到位子。
他又不時向觀眾「查家宅」，當
得知一家四口的外國人家庭在港
居住卻不懂說廣東話，大感驚
訝，直言：「住係人哋地頭，點可以唔識講當地語言！」他又謂
中國愈來愈強大，絕對不能不懂說中文，笑稱不懂講可能會被
殺，並當眾求饒，逗笑全場。
雖然現場有小朋友觀眾，但Peters一於懶理，大講不文笑話，

又直接用身體動作表示，惹來笑聲連連，至於他分享和女兒的生
活點滴，以及半夜如何降低去洗手間聲浪等事情，亦引起觀眾共
鳴，最後歷時約個多小時的棟篤笑騷在一片歡笑聲中結束。

河智苑 陳柏霖合演新片
韓片商向台灣開天價

Hani@EXID過度疲勞
停工休息一個月

小野洋子驚傳中風送院
發言人否認發言人否認

Russell Peters澳門首騷
不文笑話大放送

真人騷女星Kylie Jenner前日與
饒舌歌手男友Tyga大玩串流直播，
Tyga更在鏡頭前吻Kylie臉頰，相
當甜蜜。有傳Kylie已婚兼懷孕，
Tyga在直播期間便希望女友趁機澄
清。Kylie表示自己沒有結婚或懷
孕，因為她覺得自己仍是小孩，所
以未有考慮這兩件事。另外，Kylie
又道：「我沒有懷孕和我沒有結
婚，是因為你(Tyga)『唔得』，講
笑。」 ■文：Bosco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陳敏娜陳敏娜））日本鹿兒島女子組合日本鹿兒島女子組合SevenSeven
ColoursColours昨日下午現身西九龍中心昨日下午現身西九龍中心，，出席出席「「我愛鹿兒島我愛鹿兒島」」美食及美食及
文化節文化節。。她們除帶來首本名曲外她們除帶來首本名曲外，，還與鹿兒島吉祥物還與鹿兒島吉祥物、、綠色豬綠色豬
仔仔GREBOOGREBOO一齊跳舞一齊跳舞，，又教一班小朋友一齊跳又教一班小朋友一齊跳，，大晒童心大晒童心。。
她們事後接受訪問時表示她們事後接受訪問時表示，，是首度來港是首度來港，，大讚香港真的是國大讚香港真的是國

際化大都市際化大都市，，夜景很漂亮夜景很漂亮。。問到在活動上跟小朋友齊跳舞問到在活動上跟小朋友齊跳舞，，她她
們指原來在鹿兒島時已經常跟小朋友跳舞們指原來在鹿兒島時已經常跟小朋友跳舞，，今次來到香港今次來到香港，，見見
到港童跳到笑容滿面到港童跳到笑容滿面，，她們也很開心她們也很開心。。因今次活動是推廣鹿兒因今次活動是推廣鹿兒
島島，，她們推介港人去到當地要食黑豬肉涮涮鍋她們推介港人去到當地要食黑豬肉涮涮鍋，，去櫻島看活火去櫻島看活火
山山，，去霧島神宮吸收天地正氣去霧島神宮吸收天地正氣，，女生則可去浸溫泉女生則可去浸溫泉，，令皮膚變令皮膚變
好好。。之後之後，，她們還去了商場逛街她們還去了商場逛街，，買了不少心頭好買了不少心頭好，，如鞋如鞋、、手手
錶錶、、頭飾等頭飾等，，大讚香港的東西比日本便宜大讚香港的東西比日本便宜。。她們謂是次訪港最她們謂是次訪港最
想食小籠包想食小籠包，，當記者表示她們當晚晚餐正是嘆小籠包時當記者表示她們當晚晚餐正是嘆小籠包時，，她們她們
非常興奮非常興奮，，笑稱要大吃特吃笑稱要大吃特吃。。她們今日會再度現身西九龍中心她們今日會再度現身西九龍中心
表演表演，，同場還有歌唱組合同場還有歌唱組合mono-foliomono-folio，，兩隊都將於明日離港兩隊都將於明日離港。。

米高德格拉斯
奪成就獎

娛聞雜碎
■ 南 非 超 模 Candice
Swanepoel在Instagram放
上近乎赤裸的性感照吸引粉
絲，照片中她僅穿泳褲坐在
白馬上。 網上圖片
■ 英 國 男 子 組 合 One
Direction 成 員 Louis
Tomlinson 與舊愛 Briana
Jungwirth達成庭外和解，
定下臨時撫養權條款。
■日本國民組合嵐在第30
屆日本金唱片大賞勇奪年度大碟，並連續兩年獲封年度歌手。
■韓國「國民初戀」秀智昨日舉行簽名會為代言炸雞店宣傳，其
間擺出嘟嘴甫士，相當誘人。

首
訪
港
逛
街
掃
心
頭
好

首
訪
港
逛
街
掃
心
頭
好

SS
eevveenn

CC
oo
lloo
uu
rrss

恨
食
小
籠
包

恨
食
小
籠
包

Kylie Jenner
笑男友「唔得」

■■Seven ColoursSeven Colours完騷後去商場逛街完騷後去商場逛街。。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小野洋子感冒入院。 路透社

■Philippe Faucon的《Fatima》
奪最佳電影。 路透社

■■茱麗葉庇洛仙高貴出席頒獎茱麗葉庇洛仙高貴出席頒獎
禮禮。。 路透社路透社

■Zita Hanrot領「最佳女新人獎」。
路透社

■■Kylie Jenner與Tyga晒
甜蜜。 網上圖片

■■Seven ColoursSeven Colours與鹿兒島吉祥物與鹿兒島吉祥物GREBOOGREBOO一齊跳舞一齊跳舞。。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Russell PetersRussell Peters 與與
觀眾互動多觀眾互動多。。

■■Candice SwanepoelCandice Swanepoel

■■HaniHani 未來一個月未來一個月
會靜養會靜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河智苑與陳柏霖的河智苑與陳柏霖的《《致命戀愛致命戀愛》》
恐怕無法在台灣上映恐怕無法在台灣上映。。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我們相愛我們相愛
吧吧》》照片照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致命戀愛致命戀愛》》
海報早前曝光海報早前曝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米高德格拉斯米高德格拉斯
獲頒獲頒「「終身成就終身成就
獎獎」。」。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