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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美国电视电影

金球奖
(

月
(4

日落下帷幕!影片"逃离德黑

兰# 勇夺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影片两项大奖!

堪称最大赢家! 失意奥斯卡提名的导演本$

阿弗莱克逆袭成功% 老牌影后朱迪$福斯特

荣膺终身成就奖% 备受国内影迷关注的&少

年派的奇幻漂流#则只拿了一个类似安慰奖

的最佳配乐奖% 此次颁奖礼上!美国前总统

克林顿的意外现身掀起了最高潮!施瓦辛格

和史泰龙同台颁奖也引发不小的轰动%

克林顿登台介绍!林肯"

惹尖叫掀高潮

颁奖掀起的第一高潮!莫过于美国前总

统比尔$克林顿的登台%克林顿一出现!台下

便一阵欢呼!掌声之响亮也胜过任何一位明

星!也堪称整场颁奖礼最意外的惊喜% 此次

克林顿上台是为了介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

伯格的作品&林肯#!这是一部讲述美国总统

林肯伟大功绩的作品!由前总统来介绍讲述

另一位前总统的电影!没什么比这个更有意

义!也更能体现组委会诚意的了%

!逃离德黑兰"夺两项大奖

弥补奥斯卡出局遗憾

影片&逃离德黑兰#获得最佳导演奖!

本$阿弗莱克很是激动%就在前不久公布的

奥斯卡提名名单中! 小本未能入围最佳导

演!令人大跌眼镜!而金球奖的鼓励!似乎

是在为他打抱不平% 小本在台上发言时表

示'不在乎奖项的名字(!一方面摆出即使

不能入围奥斯卡也没关系的大气姿态!一

方面也化解了他在广播影评人协会奖拿到

最佳导演时!谢错主办方的尴尬% 随后!朱

丽亚$罗伯茨又将最佳剧情电影大奖颁发

给了&逃离德黑兰)% 连夺金球奖最佳导演

奖和最佳影片大奖! 小本可算彻底弥补了

未能入围奥斯卡的遗憾%

安妮#海瑟薇颤抖拿奖

朱迪#福斯特高呼$我单身%

安妮$海瑟薇凭借&悲惨世界)获得最

佳女配角% 不知道是因为流感还是过于激

动!海瑟薇上台时身体一直颤抖!一上台便

给了休$杰克曼一个拥抱%台上的海瑟薇手

一直在抖!她激动地表示'不敢相信这是真

的(!她还调侃道!'将用这个金色的奖杯来

击退不自信(% 致谢词时!她特别感谢了她

的老公%

本届金球终身成就奖由朱迪$福斯特

获得% 她上台后便大喊*'我今年
53

岁(%

0

岁便开始演戏的她! 迄今戏龄已有
42

年!

终身成就奖实至名归% 福斯特不但表示仍

需要影迷支持!还幽默地高呼'我单身(%

$林肯%无意外夺影帝

$劳模姐%捧影后泣不成声

近年来一直拍片却一直没拿过大奖的

'劳模姐( 杰西卡$查斯坦! 终于凭 &猎

杀本$拉登 # 获得剧情类电影最佳女主

角% 在台上发言时! '劳模姐 ( 泣不成

声! 动情地诉说自己从小就想当一名演

员! 而且一直努力拍戏! 这一次终于拿

到影后大奖%

勇夺剧情类电影最佳男主角的丹尼

尔$戴$刘易斯曾两次获得奥斯卡影帝 !

他将林肯塑造得形神兼备! 而影片由克

林顿亲自上台介绍也是对他最大的肯定%

刘易斯很坦诚地感谢导演! 直言史蒂芬$

斯皮尔伯格 '是一个非常谦逊的电影大

师%(

$少年派%失意金球奖

外媒&将在奥斯卡大有作为

获金球奖三项提名的 &少年派的奇幻

漂流#虽然只拿下最佳电影配乐奖%无论如

何!这部已获
((

项奥斯卡提名的影片仍是

整个颁奖季的焦点%

这是李安第四次出席金球奖颁奖典

礼!之前三次他曾凭借&卧虎藏龙#和&断背

山#两度获得'最佳导演(殊荣% 尽管'少年

派(失意金球奖!但是外国媒体一致认为!

它将在下月举行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大有

作为%业内人士认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打的是'人性牌(!这比其他几部奥斯卡热

门影片&逃离德黑兰#+&林肯)以及&刺杀

本$拉登)等更容易被接受!受众面更广!也

更容易拿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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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日前有媒体爆出新晋诺

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

已被上千万天价收购电影版权! 而将操刀拍

摄同名电影的正是曾与莫言合作过&红高粱)

的大导演张艺谋% 而当记者就此事向张艺谋

目前的合作方万达求证时! 对方表示从未听

说过此事!且目前没有新片计划%

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他的新

动态也成为了各方关注焦点% 日前有媒体报

道!一个名为'影视小青年(的账号在其微博

上透露!'莫言&丰乳肥臀)影视改编权已经被

(((6

万卖出! 这将创下国内当代小说版权新

纪录! 而该作品投资人之一正是山西知名歌

手段红!该作品拟邀张艺谋执导!快的话将于

明年搬上银幕,,(随后这位被称为'山西知

名歌手(的段红也在其微博上含蓄承认'低调

低调!这事还得一步一步慢慢来,,(

如果此事属实!那么&丰乳肥臀)即将成

为张艺谋与莫言继&红高粱)与&幸福时光)之

后的第
0

次合作!而两人如今在中国影视圈+

文化圈的影响力! 再加上过千万的天价版权

费!也将引发业内的震动%

而当记者致电张艺谋目前的合作公司万

达求证相关事宜时! 万达方面的工作人员否

认了此项传闻!称从未听说此事!而张艺谋也

暂未有新片拍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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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0

日! 多名网友爆

料! 称江苏卫视 &非诚勿扰) 节目中的女嘉

宾王佳在
83(8

年
2

月涉嫌砍死丈夫! 已经

被拘押% 该爆料引来网友热议! 记者采访到

王佳所属出版社同事! 对方辟谣称* 王佳丈

夫被其砍了
0

刀! 但并未身亡% 此外! 西安

公安警方并没有直接透露王佳是否真的杀

人! 但对于逮捕一说辟谣称* 就算是杀人!

但因她在哺乳期! 也不会逮捕! 只会在住所

监视%

'

(0

日中午!就有人开始给我打电话!说

我被砍死了! 连我在美国的朋友都打电话过

来!这一天电话都被打没电了- (曾担任&非诚

勿扰)男嘉宾的张天翼在接受采访时!语气颇

为无奈% 原来!张天翼
83((

年参加&非诚勿

扰)时曾与王佳牵手成功% 张先生在电话里表

示!自己虽然与王佳牵手成功!但两人并未发

展成情侣*'当初主要是因为她在台上哭了!

我才牵她走!可是我们俩没交往过% (张先生

坦言!自己
4

月录制的节目!但
5

月就已经出

国!这一个月期间!王佳几乎天天主动打电话

示好!但自己从未动过心!而且出国以后两人

就再无联系%

此外!记者也连线了王佳所属出版社!同

事表示!自己对此事有所耳闻!但据他了解!

王佳的丈夫被其砍中三刀!但并未身亡% 网传

其丈夫
2

月被杀!

9

月被火葬的消息并不属

实% 谈到对王佳的印象!对方表示!自从她怀

孕就再也没来上过班! 相关资料已经转到人

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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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4

日晚! 中国年度

顶级网络盛宴'

83(8

新浪微博之夜(在北京

盛大举行%

本届新浪微博之夜对
83(8

年微博年度

热点事件+话题和人物进行全方位+多角度

权威盘点%周润发+李冰冰+姚晨+王力宏+章

子怡+韩庚+吴奇隆+钟汉良+任志强等娱乐+

政商名流以及微博红人代表齐聚一堂!共襄

华彩盛宴+微观中国热度%

当晚新浪微博之夜揭晓了热度话题

榜 + 红人榜和名人榜三大榜单 % 本届微

博之夜名人榜共颁发
5

个重磅奖项 ! 包

括微博年度情侣奖+ 微博年度风尚人物 +

微博年度风雅奖 + 微博年度风范人物及

微博年度风云人物 % 而分量最重的两个

奖项则由吴奇隆获 '年度微博
:;<=

(+ 姚

晨封 '年度微博
>?@@<

(! 李晨和张馨予

获得 '年度情侣(! '甄娘娘 ( 孙俪荣

获 '微博年度突破力奖(! 韩庚获 '微博

年度风尚人物奖(% 章子怡获微博年度风

范人物%

!

张艳
"吴奇隆 LMNOPQORSTUV4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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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电视剧&曹操)作为胡玫导

演最新力作!由新湖影视传播+香港英皇+北

京石乐金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斥资
7

亿元鼎力

打造!赵立新+韩雪+古巨基等明星倾情出演%

7

月
70

日
A

该剧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A

据悉
A

该剧已完成后期制作!计划将于
8370

年以开

春大戏登陆江苏卫视%

当天
A

胡玫在发布会上表示!'曹操给观众

留下的总体印象是一个治世能臣! 一个乱世

枭雄!尽管电视剧&曹操)还是在那样一个宏

大而混乱的时代背景下展开故事! 但我们这

次不光是讲述历史故事! 更着力展现成为乱

世枭雄之前的那个不曾为大家了解的年轻曹

操!由演员赵立新扮演的曹操!不仅体现了曹

操英雄霸气的一面! 还展现了曹操多情的一

面!不免给他加个.情种/曹操% 相比之前扮演

过曹操的演员们!这显得尤为独特细腻% (

为更加接近史实!胡玫在开拍前曾找了一

大批三国专家为剧本'挑刺(!众多三国专家表

示!此版&曹操)不但用细节重构了自曹操
74

岁起励志为国的故事!更通过一系列的历史事

件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纯簈丝(在三国时期如

何成长为一个'高富帅(的励志故事%

!

张漪
"

影帝

刘易斯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影后

杰西卡#查斯坦

最佳女配角

安妮#海瑟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