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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我们的翻译服务是我院推出的多项亚洲服务项目中的一项，
这在 德克萨斯州是首例也是是唯一的。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
包括
• 中文和越南语的口译人员
• 双语护士和门诊人员
• 符合亚洲人口味的患者饮食菜单
• 所有病房都设有亚洲电视频道
• 适合探访的舒适环境，
家属可以在患者病房过夜
欢迎拨打中文客服热线713.456.8027，
了解我们服务的更多内容。
推进健康

體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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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士再奪西部冠軍
隊員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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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
C 獲馬德裏
美女高官熱情香吻

星期日

西班牙馬德裏，
西班牙馬德裏
， 皇家馬德裏舉行奪冠慶典
皇家馬德裏舉行奪冠慶典，
， 眾星帥氣出席
眾星帥氣出席，
， C羅
獲馬德裏美女區長香吻。
獲馬德裏美女區長香吻。

羅馬賽 97 後新星力克小德折桂

2017 年羅馬大師賽展開男單決賽較量
年羅馬大師賽展開男單決賽較量，
，德國新星茲
維列夫以 6-4/6-3 擊敗了賽會四冠王
擊敗了賽會四冠王、
、 全滿貫得主德約
科維奇，
科維奇
，首次捧起了大師賽冠軍獎杯
首次捧起了大師賽冠軍獎杯。
。

新聞圖片

花藝界奧斯卡

——切爾西花展舉行 各式花朵美翻

切爾西花展的內容不僅涵蓋花藝設計、
切爾西花展的內容不僅涵蓋花藝設計
、園藝品種
園藝品種，
，還涉及園藝設計
與庭院，更有以花為主題的產業鏈衍生品供應
與庭院，
更有以花為主題的產業鏈衍生品供應，
，所以切爾西花展可以說
是匯聚當今世界最前沿、
是匯聚當今世界最前沿
、最時尚理念的花藝
最時尚理念的花藝、
、園藝設計盛會
園藝設計盛會。
。

曾被當二手貨甩賣

6 拉白鉆將拍賣估價
2克
5 美元
4萬

英國倫敦，壹顆 26.27 克拉的墊狀白色鉆石在蘇富比拍賣行出售。
這個鉆石預計達 35 萬英鎊（約合 45 萬美元）。30 年前它曾在壹個汽車
後備箱露天集市中被當做服飾珠寶以 13 美元的價格被買下。

活力悉尼燈光音樂節將開幕
各式動物彩燈預熱

澳大利亞悉尼，
澳大利亞悉尼
，2017 活力悉尼
燈光音樂節即將開幕 ，塔龍加動物
燈光音樂節即將開幕，
園內各式動物彩燈吸睛。
園內各式動物彩燈吸睛
。

文匯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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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坊

■責任編輯：魯 冰

神州大地

中 國 體育消息
新聞

2017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一）

美南版

■責任編輯：李岐山 2017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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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宜吃茄子
面壁八載修復石刻
清熱解暑抗衰老
千手觀音重塑金身
在重慶大足區，
在重慶大足區
， 有一處誕生於唐末宋初時期的

宗教摩崖造像群—大足石刻，
宗教摩崖造像群—大足石刻
， 但是由於重慶典型的
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
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
， 大足石刻在經歷了千年的高

“石頭御醫
石頭御醫”
”
陳卉麗：

溫高濕後，
溫高濕後
， 進入高速風化期
進入高速風化期，
， 多數造像都
多數造像都“
“ 病害
病害”
”
纏身，
纏身
， 尤其是中國最大的集雕刻
尤其是中國最大的集雕刻、
、 貼金
貼金、
、 彩繪於一
體的摩崖石刻造像“
體的摩崖石刻造像
“ 千手觀音
千手觀音”，
”，損壞程度十分嚴
損壞程度十分嚴

重。以陳卉麗為代表的 14 位石質文物修復師
位石質文物修復師，
，歷經

八年搶修，
八年搶修
， 成功完成了千手觀音造像修復工程
成功完成了千手觀音造像修復工程，
，讓
曾經黯淡無光的石刻金光再現。
曾經黯淡無光的石刻金光再現
。 陳卉麗因此被人親
切地稱為“
切地稱為
“石頭御醫
石頭御醫”。
”。

■文 / 圖：香港文匯報

記者 張蕊
張蕊、
、孟冰 重慶報道
茄子是為數不多的紫色蔬菜之一，也是餐桌上十分常見的家

常蔬菜。紫色或紫黑色以外，也有淡綠色或白色品種，形狀上也

有圓形、橢圓、梨形等各種。茄子是一種典型的蔬菜，根據品種
的不同，食用方法多樣，葷素皆宜，既可炒、燒、蒸、煮，也可
油炸、涼拌、做湯，都能烹調出美味可口的菜餚。
文、圖︰小松本太太

茄子的營養價值非常高，在它的紫
皮中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E 可以抗

衰老，能保護心血管、抗壞血酸的維生
素P的含量更是每 10Q克中即含維生素
P750 毫克，這是許多蔬菜水果望塵莫
及的。它更含有大量的蛋白質、脂肪、
碳水化合物、維生素，茄子還含磷、
鈣、鉀等微量元素和膽鹼、葫蘆巴鹼、
水蘇鹼、龍葵鹼等多種生物鹼。常吃茄

明太子焗茄子
2008年國家文物局將千手觀
音確定為全國石質文物

子，可使血液中膽固醇水平不致增高，
對延緩人體衰老具有積極的意義。
中醫學認為，茄子屬於寒涼性質
的食物，所以適宜夏天食用，有助於清
熱解暑，對於容易長痱子、生瘡癤的
人，尤為適宜。然而，消化不良、容易
腹瀉的人，則不宜多食，茄子屬於味偏
苦的性涼，脾胃虛寒和體弱便溏的人不
宜多吃茄子。

炎暑不吹冷氣 寒冬不烤火爐
因為文物保護環境的限制，再
熱不能吹空調，再冷不能烤火爐，他
們不得不克服凍瘡、蚊蟲叮咬、化學
製法︰
試劑過敏等身體上的折磨。“做我們
1. 預熱焗爐至200℃；
這行，除了專業技能，還需要有超強
2. 茄子洗淨去蒂，切成薄片；
的耐心、高度的責任心和堅強的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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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之保養
文︰雨文
在保養身體上，香港歌手可嵐平
時都會做運動，以及極注意飲食，因
為自己已是媽媽，自己絕對有責任去
照顧小朋友，所以照顧小朋友之前，
要先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在飲食方
面，她都會定時煲一些時令的湯水，
譬如最近天氣較為潮濕時，她建議大
家可以煲一些祛濕湯，這可令身體不
太容易覺得疲累。其實，基本上，如
煲一些肉類的湯，在湯內加一些赤小
豆、扁豆等，都有祛濕的作用，或者

1780年（大清乾隆四十五年） 再次裝彩

力。”陳卉麗說。
“千手觀音”共有 830 隻手，
病症各不相同。為了修復千手觀音
像，陳卉麗團隊填寫調查表 1,032
張、約 35,000 個數據，手繪病害圖
297 張 ， 拍 攝 現 狀 照 片 1,300 餘
張。她個人還獨立完成千手觀音造
像 80 隻手、20 件法器的修復方案
編制、本體修復和修復技術報告編
寫。
陳卉麗告訴記者，每修復完一隻
手，他們都會將修復前後的三維模
型、修復材料等檔案存檔，這為未來
出現問題，後人再次修復時提供依據
和資料。修復師們在狹小的修復空間
裡，有的拿着手術刀，有的拿着注射
劑，有的拿着鉗子……無一不小心翼
翼、細緻入微，就像拯救病患的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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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噌茄子豬柳卷

1979 年 0.25噸塊體自然脫落
1984年 主尊右手完全殘缺
1999年 大面積風化，地仗層露出
2007年 造像石質風化、金箔開裂脫落

薑燒茄子

3. Cheddar芝士刨碎；
4. 明太子與沙律醬拌勻成為明太子醬；
5. 取一長方形焗盤20厘米 x 12厘米焗盤，塗油於內；
6. 茄子薄片塗上明太子醬後排入已塗油的焗盤內；
7. 撒芝士碎在焗盤內茄子上；
8. 2至3湯匙奶淋在千層麵皮上；
9. 將已放妥材料之焗盤放入已預熱至 200℃焗爐內焗 20 分鐘後取出即
成。

6

1570年（大明隆慶四年） 裝彩

材料︰
茄子
1隻
薄切豬柳
6-8片
■製作茄子菜式的材料 味噌
適量
煮汁︰
■千手觀音歷經八
1茶匙
年金光再現。
年金光再現
。 味噌
水
1/2杯
製法︰

今年51歲的陳卉麗從事文物修復工作已
多座石窟的觀音像進行實地考察，1. 茄子縱切成長條狀；
年的時光，僅有中專文憑的她通過堅持和努
試圖找到其修復依據，但最終卻一2. 味噌塗在茄子長條上；
今已經成為全國石質文物修復行業裡鳳毛麟
無所獲。修還是不修成為一個難3. 將薄切豬柳捲在已塗上
油
適量
創新修復方法
完整真實兼顧
術人才。石質文物修復複雜，不僅要了解歷
題——修，就會違背真實性原則；
味噌的茄子長條上；
薑絲
1 湯匙
考古學、鑒定學、金石學、化學等知識，還
不修，又會極大地影響造像的完整4. 捲妥的豬柳茄子排在
陳卉麗告訴記者，修復石刻必
味醂
2湯匙
鈑金、鑄造、鎏金、油漆、石刻、色彩等
性。她和同事們不停地研究、討 平底鑊內，以中火加
須以真實性為第一原則，要根據史
日本醬油
1 /2湯匙
熱至豬柳的油份溢出，表面轉金黃色；
術。在與文物打交道的過程中，陳卉麗總
料、造型本身的對稱性，辨別出殘 論、評估着修復的各種利弊。
5. 煮汁拌勻注入鑊中，煮至汁液轉濃即成。
“望聞問切”的“四診法”—— “望”是看
最終，陳卉麗基於文物修復真
缺手部原本的模樣，再對缺失部位
製法︰
斷裂、破碎、表面情況，對比資料影像；“
實性的原則，創新性地提出：依據
延伸造型。如果找不到依據，寧願
1. 茄子切成一口大的滾刀塊；
是嗅文物表面氣味，看是否有污染霉變；“
千手觀音造像對稱原則，按照另一
保持原樣，也不能擅自發揮。在修
2. 燒熱鑊，注入油適量，以中火加熱；
是向看護人員了解文物變化情況；“切”則
側相對應手的形態，採用“可拆卸
復千手觀音造像的主尊像時，陳卉
3. 放入薑絲以大火拌炒至香味溢出後加入茄
輕觸，感受文物是否疏鬆，或用銀針刺探被
子炒勻；
式的”方法來修復此手，以便於後
麗發現主尊右邊前伸的主手自腕部
4. 注入味醂，加蓋，以中火加熱期再次修復處理，她的這一想法得
1至2分
繪覆蓋的石質本體風化情況。
殘缺，現存手掌及布帕為後人補
鐘；
陳卉麗的同事劉敏回憶，在千手觀音
塑。後人補塑不僅改變了文物歷史 到了文物專家的一致認可。陳卉麗
5.
起鑊前，日本醬油注入鑊內，炒勻即成。
調查過程中，陳卉麗用“四診法”診療的
真實性，同時也極大地影響了造像 利用手臂原有的修復孔，植入錨
音病害情況，與後來用專業儀器診斷的結
桿，然後把新雕刻的手接上，既保
的美觀性。
吻合。“她這種‘一手準’的本事曾讓不
為 修 復 這 隻 手 ， 她 先 後 對 四 證了造像的完整性，也體現了她科
人士折服。”劉敏笑着說道。
川、重慶、河北、山東地區等三十 學修復的精神和理念。

生，不敢有半點疏忽，因為他們知
材料︰
道，文物的生命亦只有一次。
茄子
2隻

4

望聞問切斷病害

刺鼻的材料味、黏得一身塵土，或
站、或蹲、或躺，一個姿勢就是一
整天……

1174年至1252年（南宋淳熙至淳祐） 開鑿

2008年至2015年 全面修復

■陳卉麗獨創文物修復
陳卉麗獨創文物修復“
“四診法
四診法”。
”。

材料︰
圓茄子
100克
保護一號工程，進行保護修復。從
Cheddar芝士
100克
沙律醬
2008 年 至 2015 3湯匙
年，八年的時間
明太子
1條
裡，陳卉麗和她的團隊每天都站在
奶高高的腳手架前，面對冰冷的石
1/2杯
橄欖油
適量
壁，從事着單調的工作，長期嗅着

千手觀音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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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雨文

《世說本草》——溪黃草
中醫藥學院參加了香港花卉展覽
已有好幾個年頭，而且先後還取得六
次獎項。趙中振教授表示，這花展還
有一個特點，是以學院的中藥班學生
為主，是由他們來做的。他相信這花
展能讓同學在社會上宣傳普及中醫藥
知識的同時，對他們的學生也是一個
很好的學習鍛煉機會。
當中如溪黃草，顧名思義它當然
是生於溪邊的小草。它流出來的汁液
是黃色，所以叫作溪黃草。趙: 你很聰

明啊！如果把這嫩莖折斷以後，它會
流出淡淡的黃色汁液。它的功效，最
新研究有治療黃疸型肝炎的作用。
大家有時吃日本菜也會見到紫蘇
葉的，趙教授表示，這是紫蘇葉，它
的葉背是紫色的。有什麼功效呢？解
魚蟹毒，一般我們吃螃蟹，特別是吃
生魚片的時候，往往放上一兩片。
另外，又如無花果，它不是沒有
花，是有花的，它叫隱頭花序。花藏在
哪？就藏在花托裡。大家吃的是什麼？

■溪黃草

非常懶惰，很少去做 Facial，因為她
經常覺得只要飲食健康，多菜少肉，
以及注意面部的清潔，最重要是定時
卸妝，皆因空氣中的污染物太多，所
以潔面是非常重要，洗臉後就必須使
用爽膚水收細毛孔，再搽精華素及乳
液，那麼精華素就會被肌膚吸收得更
好。
另外，很多人認為歌手是否需要
戒吃熱氣、辣或炸的食物，她自己則
覺得是百無禁忌的，因為當人體吃東

西時，其實如你沒吃過的東西，反而
會有不尋常反應，所以她是什麼都
吃。加上，她都很注重身形，所以早
餐會吃得很豐富，依均衡飲食來吃，
會有肉、澱粉質食物、多菜，但晚上
她多數不吃米飯等澱粉質食物，主要
吃雞肉及菜為主，下午則吃正常的米
粉，這也算不錯。有時，或許有可能
晚上需要應酬，那麼她那天的白天或
下午就會吃少一點，以期做到當天飲
食均衡。

趙焜崗 攝

就是它的花托。
那麼光棍樹又如何？是否它長得
光禿禿，所以才叫光棍樹？趙教授解
釋說，其實它是有葉子的，但葉子很
小。它的莖很發達，裡面充滿了葉綠
素。所以，這兒的植物，不但生得千
奇百態，它們的名字也是豐富多彩，
這就是中醫藥的文化，孕育到花裡、
藥裡，所以說花中有藥，藥中有花。

可嵐好動什麼都吃
懶做 Facial 但重潔膚
到街市買一些祛濕的湯包。
至於在運動上，她都有定時做一
些運動，如打泰拳，以及練習武術，
每星期至少有兩天會做這些運動，每
次做運動時間不定，大約兩至三小
時。因為她個人較為好動，所以如一
些較為文靜的女士，她建議可以做一
些瑜伽的伸展動作，這不用太大力
量，不會操到肌肉又練到柔軟度的同
時，對身體的線條大有幫助。
而在皮膚的護理上，可嵐自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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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嵐常做運動來保養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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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8 屆國際餐飲暨酒店用品展會閃亮登場
中餐不缺席 美食推向世界人民的心靈
（本報記者/劉潔媚/採訪報導） 建德領事、盧曉輝領事、中國餐飲業
第 98 屆國際餐飲暨酒店用品展會 代表團團長暨中國烹飪協會會長姜
(NRA Show 2017)於 5 月 20 日至 23 俊賢，美國中餐聯盟主席朱天活、美
日 為 期 4 天 在 著 名 的 McCormick 國中餐聯盟密西根分會會長鍾富華、
Place 盛 大 舉 行，來 自 全 球 各 地 近 美國香港總商會會長陳善莊、美國中
2500 個參展商積極參與了本屆餐飲 餐文化產業集團代表等嘉賓近 50 人
博覽會，參展商針對餐飲業的每一範 出席了歡迎儀式。美國中餐聯盟協會
疇，包括廚房及餐飲設備、餐具、以及 秘書俞怡女士主持了歡迎儀式。
余鵬副總領事致辭表示，
“民以
各式各類的食品和飲品等，百花齊放
，並吸引了眾多業內訪客前來參加盛 食為天”的觀念源遠流長，反映了博
會，尋求新產品和新供應商，交流經 大精深的中國美食文化。餐飲會中國
驗及尋訪業務夥伴，熱鬧非凡。本屆 展區的開設促進了中美兩國餐飲產
中餐中國展區的開設成為了本屆博 業與美食文化交流的深化，意義非凡
。中餐業在世界各地深受歡迎，希望
覽會的一大亮點。
5 月 21 日上午，2017 芝加哥國際 通過展區，把中餐美食和文化通向世
餐飲博覽會中國展會隆重開幕，中國 界人民的心靈，讓他們進一步瞭解中
駐芝加哥總領事館余鵬副總領事、岑 餐和加深對中國文化的好感，增進交

流，把我們美好的中餐推向世界，祝
願中國展區舉辦圓滿成功並越辦越
好！
中國烹飪協會會長姜俊賢代表
協會對餐博會中國展區的開設表示
熱烈的歡迎及祝賀。他表示，中國烹
飪協會組織了由一百多位中國餐飲
企業家、名廚記憶餐飲供應商代表為
主的中國餐飲業代表團，來到了具有
近百年曆史、全球規模最大的芝加哥
美國餐飲博覽會進行考察交流，希望
通過兩國餐飲業的交流，促進兩國餐
飲業合作發展，通過美食這一最具親
和力的產業，為兩國人民增加福祉。
中美兩國餐飲行業互補性強，中餐是
美國人民非常喜歡的外餐之一，我們
也希望將純正的中餐與中華美食文

余鵬副總領事充分肯定了
中國烹飪協會會長姜俊賢致辭 中國展區的開設的作用及祝賀
中國烹飪協會會長姜俊賢致辭

出席歡迎儀式的貴賓合影（左 1：黃民、左 2：陳善莊、
左 3：余鵬副總領事、菜花甲裡右 1：鍾富華
鍾富華）
）

化帶到美國，中餐在美國的發展有助 共同努力把中餐推向世界，促進中美
於滿足美國人民的消費需求，豐富美 兩國餐飲文化交流。
在歡迎儀式上，知名川劇變臉大
國人民的物質與文化生活。中國人民
願意將燦爛的中國美食文化與美國 師毛庭齊現場演繹了歎為觀止的川
劇變臉表演，現場掌聲熱烈，中烹協
人民共用，增進兩國人民友誼！
美國中餐聯盟密西根分會會長 名廚現場展示了拉麵及食品雕刻藝
鍾富華致辭強調了本屆中餐參展主 術表演，吸引了世界來賓前來觀賞，
要是想達到這三個目的：一是“搭建” 還提供中餐特色美食試食，充分把中
美國中餐與世界各國餐飲業交流的 華文化和美食完美展示給世界人民，
平臺，二是“提供”美國中餐業與世界 成為了一場別開生面極具意義性的
各國中餐業在美發展的資訊服務，三 中華美食文化交流展。據悉，本屆共
是“瞭解”世界餐飲業最新的發展趨 有 35 位中餐名廚及 20 多家中國餐飲
企業代表共 160 多人遠道而來參加
勢。
美國中餐聯盟主席朱天活、理事 了展會，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將繼
長黃民、美國香港總商會陳善莊會長 續大力推進中餐業的發展，走向世界
等嘉賓相繼致辭對國際餐飲展會首 。
次中國展區表示熱烈的祝賀，並希望

美國中餐聯盟密西根分會會長
鍾富華致辭

貴賓合影

美國中餐聯盟協會秘書
俞聖怡女士主持了歡迎儀式

余鵬副總領事（右 4）、盧曉輝領事（左 4）及
主辦方代表、中烹協名廚合影

美國中餐文化產業集團代表合影

出席歡迎儀式貴賓合影（第三排左 3：盧曉輝
領事、左 5：餘鵬副總領事
餘鵬副總領事）
）

中烹協名廚表演食品雕刻展示

川劇變臉大師毛庭齊
現場表演川劇變臉

精彩的拉麵表演

歡迎儀式現場一角

芝加哥區台大挍友會舉行理事會議
由新任會長陳子坤醫師親自主持
(本報訊)大芝加哥區台大挍友會
理事會於五月二十一日假芝加哥位
於 Westmont 的僑教中心舉行理事會
，開會由新任會長陳子坤醫師主持，
除了一般會務外並作出春夏季其他
活動的策劃，會中決議於近期將舉辦
健康講座由復健師校友湯銘倫主講，

另外一個活動是八月二十日下午兩
點到五點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辦慶
祝農曆七夕的音樂會，屆時將會請芝
城唱將們表演一系列的中文懷舊歌
曲與眾同樂並決議將不收門票免費
進場。

銘傳中西部校友會將於六月十日
召開今年度第二次校友會議
(本報訊)銘傳中西部校
友會將於六月十日中午十二
時召開今年度第二次校友會
，地點訂在 Bob Chinn's Crab
House , 393 S. Milwaukee
Ave. Wheeling, IL 60090

銘傳中西部校友會在芝
加哥成立已有二十多年，每
年不定期聚會數次，目前有
三十多位校友。平常大家都
用校友會群組 (Line Group)
或 e-mail 聯絡交流，分享一

些生活經驗。校友會誠摯邀
請所有的銘傳校友攜伴參加
這次的聚會，有意參加者請
與校友會會長廖美富聯絡，
carolfromchicago@yahoo.com
。

與親同遊享天倫
懷古探奇品美食
愛旅遊
中 國 香港娛樂
新 聞 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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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遍嶺南旖旎山水 感悟濃郁鄉土風情

星期日

在重慶大足區，
在重慶大足區
， 有一處誕生於唐末宋初時期的
宗教摩崖造像群—大足石刻，
宗教摩崖造像群—大足石刻
， 但是由於重慶典型的
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
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
， 大足石刻在經歷了千年的高
溫高濕後，
溫高濕後
， 進入高速風化期
進入高速風化期，
， 多數造像都
多數造像都“
“ 病害
病害”
”
纏身，
纏身
， 尤其是中國最大的集雕刻
尤其是中國最大的集雕刻、
、 貼金
貼金、
、 彩繪於一
體的摩崖石刻造像“
體的摩崖石刻造像
“ 千手觀音
千手觀音”，
”，損壞程度十分嚴
損壞程度十分嚴

2017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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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御醫
石頭御醫”
”
陳卉麗：

■嶺南印象園是典型的嶺南傳統
風格建築群落。民居依水而建，
或窄門高屋，或鑊耳高牆。

都說“陪伴是最長

情的告白”，與其“買

面壁八載修復石刻
千手觀音重塑金身
買買”，還不如放下手
中的事情，趁着周末和

父母一起出遊，看看不

同的風景，聽他們說說過去的故事，讓他們
重。以陳卉麗為代表的 14 位石質文物修復師
位石質文物修復師，
，歷經
在短暫而溫馨的行程中盡享天倫之樂。與香

八年搶修，
八年搶修
， 成功完成了千手觀音造像修復工程
成功完成了千手觀音造像修復工程，
，讓

港只有一河之隔的廣東，有看不盡的風景和

曾經黯淡無光的石刻金光再現。
曾經黯淡無光的石刻金光再現
。 陳卉麗因此被人親
切地稱為“
切地稱為
“石頭御醫
石頭御醫”。
”。

數不清的美食，正是和父母一起遊玩的好地

■文 / 圖：香港文匯報
方。

記者 張蕊
張蕊、
、孟冰 重慶報道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體味民俗文化：嶺南印象園
千手觀音大事記

丬丬
丬丬丬
丬丬丬
丬丬丬
丬丬耐用、冬暖夏涼、防火防颱風等
丬丬丬丬丬丬扔沙包，吹糖人、編草編、製剪
丬丬丬丬丬丬丬丬
1174年至1252年
（丬
南宋淳熙至淳祐
） 開鑿
精緻的滿洲窗，小溪蜿蜒，池塘
南印象園位於廣州大學城所
嶺
在的小谷圍島南部，原練溪 清澈，處處散發着嶺南水鄉的韻 優點，為村民所愛，並成為嶺南 紙、做米餅、織布、製廣式涼茶
丬丬
丬丬丬
丬
丬
丬丬）丬
丬丬丬丬丬丬等休閒活動。此外，巡捕房、老
丬丬丬丬丬丬丬丬
1570年
（大明隆慶四年
裝彩丬丬丬丬
建築特色。
村的區域內，佔地面積達
16.5
公 味。

2008

像 80 隻手、20 件法器的修復方案
編制、本體修復和修復技術報告編
寫。
陳卉麗告訴記者，每修復完一隻
炎暑不吹冷氣 寒冬不烤火爐 手，他們都會將修復前後的三維模
因為文物保護環境的限制，再 型、修復材料等檔案存檔，這為未來
熱不能吹空調，再冷不能烤火爐，他 出現問題，後人再次修復時提供依據
們不得不克服凍瘡、蚊蟲叮咬、化學 和資料。修復師們在狹小的修復空間
1!
裡，有的拿着手術刀，有的拿着注射
試劑過敏等身體上的折磨。“做我們
這行，除了專業技能，還需要有超強 劑，有的拿着鉗子……無一不小心翼
嶺南印象園：
翼、細緻入微，就像拯救病患的醫
的耐心、高度的責任心和堅強的毅
1、行車指南：從深圳灣口岸出發，上廣深沿江高速，
刺鼻的材料味、黏得一身塵土，或
站、或蹲、或躺，一個姿勢就是一
整天……

2

經莞佛高速、廣澳高速、黃閣南路進入南沙大道，再上
南沙港快速到大學城星光下道，隨後經大學城進入嶺南
印象園，全程約2小時。
2、周邊景點：黃埔軍校
中華民國 10 年（1921 年）12 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
廣西桂林會見孫中山。馬林向孫中山提出“創辦軍官學
校，建立革命軍”的建議。中華民國 13 年（1924 年）6
月，孫中山在廣州黃埔長洲島上創辦的陸軍軍官學校
（簡稱“黃埔軍校”），是中國現代史上第一所培養革
命軍隊幹部的軍事學校。
3、美食攻略：廣東特色小吃——艇仔粥、及第粥、雲
吞麵、布拉腸、雙皮奶等。
4、購物攻略：廣州民間特產——廣繡、廣彩、骨雕、欖
雕、木雕、石灣陶瓷、剪紙、西關公仔等，都是饋贈親友的
佳品。

南澳島：
1、行車指南：從深圳灣口岸出發，沿南坪快速進入水
官高速、瀋海高速行進，下高速後，經中山東路、泰山
南路、金砂東路、金鴻公路和 S336 抵達目的地，全程
約5小時。
2、周邊景點：南澳風力發電遊覽區
該景區位於東半島果老山脈，是亞洲第一大海島風電
場。南澳島山巔有風車陣，與藍天大海，組合成一幅壯
麗的南粵山水新風景線，在各個海灘、山路上遠遠望
去，這些白色的風機站成一排，頗具荷蘭田園的浪漫氣
息。該景區還有風力發電展示廊，是一處集觀光、遊
覽、科教於一體的高科技環保生態型旅遊景點。
3、美食攻略：南澳島水產豐富，環境潔淨，海鮮十分
鮮美可口：魚蝦因魚鰾豐富而營養十足，魷魚皮肉鮮
甜，鮑魚雖個頭不大，但吃起來特別美味。

缺手部原本的模樣，再對缺失部位
延伸造型。如果找不到依據，寧願
保持原樣，也不能擅自發揮。在修
復千手觀音造像的主尊像時，陳卉
麗發現主尊右邊前伸的主手自腕部
殘缺，現存手掌及布帕為後人補
塑。後人補塑不僅改變了文物歷史
真實性，同時也極大地影響了造像
的美觀性。
為修復這隻手，她先後對四
川、重慶、河北、山東地區等三十

最終，陳卉麗基於文物修復真
實性的原則，創新性地提出：依據
千手觀音造像對稱原則，按照另一
側相對應手的形態，採用“可拆卸
式的”方法來修復此手，以便於後
期再次修復處理，她的這一想法得
到了文物專家的一致認可。陳卉麗
利用手臂原有的修復孔，植入錨
桿，然後把新雕刻的手接上，既保
證了造像的完整性，也體現了她科
學修復的精神和理念。

望聞問切斷病害

祠堂是封建社會家族觀念濃 衙堂、老報館、老藥店、老影院
最讓外地遊客感興趣、又是
頃。景區依託天然的地域優勢和
1780年（大清乾隆四十五年） 再次裝彩
原練溪村深厚的嶺南民俗文化， 粵港澳地區市民最熟悉的，正是 厚的體現。練溪村曾生活着幾大 應有盡有，足以讓遊客一次過足
形 狀 獨 特 的 鑊 耳 牆 ， 又 名 鍋 耳 姓氏的家族，保留下來比較典型 懷舊癮。
建成了集文化觀光、精彩演藝、
1979 年 0.25噸塊體自然脫落
除了建築特色和人文環境
休 閒 購 物 、 趣 味 遊 樂 、 特 色 餐 牆，因其形狀與菜鍋的手柄相似 的 祠 堂 是 霍 氏 大 宗 祠 和 蕭 氏 宗
1984年 主尊右手完全殘缺
而得名。在元明清時代，只有擁 祠。霍氏大宗祠就是霍英東家族 外，嶺南傳統節慶節目也是嶺南
飲、住宿為一體，讓遊客充分體
味嶺南鄉土風情和嶺南民俗文化 有功名的人才有資格建造，官位 的祖祠，據說以前只有家族有人 印象園的一大亮點，更是最能勾
1999年 大面積風化
，地仗層露出
當 官 時 ， 修 的 祠 堂 才 可 冠 以 起父母童年回憶的活動。
大小決定鍋耳的高低。民間還有
的旅遊景區。
據介紹，嶺南印象園新推出
一種傳說：修鍋耳牆可以保佑子 “大”字，可見霍氏家族自古以
2007年 造像石質風化、金箔開裂脫落
建築風格獨具匠心
孫當官，蘊涵富貴吉祥、豐衣足 來 就 有 家 族 成 員 在 政 界 有 所 建 的大型原生態技藝表演“印象嶺
■千手觀音歷經八
食 之全面修復
意 。 鍋 耳 牆 也 稱 為 “ 鰲 頭 樹，如今，祠堂內還供奉有霍英 南”裡囊括了舞獅舞龍、菠蘿雞
嶺南老式房屋設計堪稱獨具
2008年至2015年
年金光再現。
年金光再現
。
■陳卉麗獨創文物修復
陳卉麗獨創文物修復“
“四診法
四診法”。
”。
鳴、賽龍奪錦、祭華光帝、搶包
東家族的牌位。
匠心，遊客穿過景區的鑊耳高牆 牆”，有“獨佔鰲頭”的寓意。
從美學角度看，這些祠堂包 山等傳統嶺南文化項目，從各項
簡易耐用的蠔殼是練溪村居
大門，走在充滿古韻的街巷上，
踏上石拱小橋，站在青石板上， 民 的 日 常 建 材 。 練 溪 村 依 山 傍 含了木雕、磚雕、石雕、灰塑、 表演中讓遊客感受嶺南文化的獨
今年51歲的陳卉麗從事文物修復工作已
生，不敢有半點疏忽，因為他們知 多座石窟的觀音像進行實地考察，
年國家文物局將千手觀 力。”陳卉麗說。
看着古舊的事物和似曾相識的民 江，村民就地取材使用蠔殼建房 陶塑等傳統工藝，凝聚了眾多藝 特魅力。
年的時光，僅有中專文憑的她通過堅持和努
試圖找到其修復依據，但最終卻一
“千手觀音”共有 830 隻手， 道，文物的生命亦只有一次。
音確定為全國石質文物
除此之外，還原傳統婚嫁儀
俗展示，彷彿坐上了時空列車， 或建圍牆。牆心是採用石塊堆砌 術創作者的心血，具有很高的藝
今已經成為全國石質文物修復行業裡鳳毛麟
無所獲。修還是不修成為一個難
保護一號工程，進行保護修復。從 病症各不相同。為了修復千手觀音
式的互動式繡球招親、陸豐皮影
術價值。
而成，外牆用黃泥加石灰建成，
一天看盡嶺南千年變遷。
創新修復方法 完整真實兼顧 題——修，就會違背真實性原則；
1,032
2008 年 至 2015 年 ， 八 年 的 時 間 像，陳卉麗團隊填寫調查表
戲、五華提線木偶戲、嶺南雜
對於父母而言，嶺南印象園 術人才。石質文物修復複雜，不僅要了解歷
然後把蠔殼斜着貼上，在保持美
嶺南印象園是典型的嶺南傳
裡，陳卉麗和她的團隊每天都站在 張、約 35,000 個數據，手繪病害圖
耍、嶺南絕技及活人雕塑等，足
雨 水 排 流 通 能夠滿足他們的懷舊情懷。這裡 考古學、鑒定學、金石學、化學等知識，還
統 風 格 建 築 群 落 。陳卉麗告訴記者，修復石刻必
民 居 依 水 而 觀 的 同 時 ， 又 可 讓不修，又會極大地影響造像的完整
以讓觀眾沉浸在一派歡樂祥和的
有他們兒時喜歡看的西洋鏡、小 鈑金、鑄造、鎏金、油漆、石刻、色彩等
暢。更為重要的是，蠔殼牆因其
片 1,300 餘 須以真實性為第一原則，要根據史
高高的腳手架前，面對冰冷的石 297 張 ， 拍 攝 現 狀 照 建，或窄門高屋，或鑊耳高牆。
性。她和同事們不停地研究、討
節日氛圍中。
人書，還能讓他們重溫滾鐵環、 術。在與文物打交道的過程中，陳卉麗總
結構、材料的獨特性，具有堅固
悠長的青雲巷、古樸的趟櫳門、
壁，從事着單調的工作，長期嗅着 張。她個人還獨立完成千手觀音造
論、評估着修復的各種利弊。
料、造型本身的對稱性，辨別出殘

“望聞問切”的“四診法”—— “望”是看
斷裂、破碎、表面情況，對比資料影像；“
是嗅文物表面氣味，看是否有污染霉變；“
是向看護人員了解文物變化情況；“切”則
輕觸，感受文物是否疏鬆，或用銀針刺探被
繪覆蓋的石質本體風化情況。
陳卉麗的同事劉敏回憶，在千手觀音
調查過程中，陳卉麗用“四診法”診療的
音病害情況，與後來用專業儀器診斷的結
吻合。“她這種‘一手準’的本事曾讓不
人士折服。”劉敏笑着說道。
■南澳島風景秀美，堪稱
“東方夏威夷”。

感受海邊浪漫：南澳島

丬丬
丬丬丬丬丬丬丬丬丬丬丬丬丬丬丬丬丬丬丬丬丬丬丬丬丬丬
被稱為“東方夏威夷”的南 源、港口資源和水產資源，有文 至 正 午 ， 當 太 陽 直 射 北 回 歸 線 清 。 由 於 該 灣 位 於 南 澳 的 最 東
丬丬
丬丬丬丬丬丬
丬50丬
丬丬
丬丬時，日影將穿過該塔上方圓球中
丬丬丬丬丬丬丬
丬丬丬丬丬丬丬
澳島，坐落在閩、粵、台三省交
端，因此這裡是廣東省最先看到
物古跡
多處、寺廟
30 多處、大
界海面，它既是廣東唯一的海
島，也是一個山海合一的島嶼。
自古以來，南澳是東南沿海一帶
通商的必經泊點和中轉站，早在
明朝就已有 “海上互市”的稱
號。

觀賞日出日落好去處
南澳島上生長着 1,400 種熱帶
和亞熱帶植物，並且很多野生動
物棲息在此。主島附近有一個鳥
島，被列為候鳥自然保護區。
南澳島有得天獨厚的旅遊資

小港灣 66 處及可開發漁場 5 萬平
方公里。
南澳北回歸線標誌塔“自然
之門”是南澳的新景點之一，位
於南澳縣青澳灣北回歸線廣場，
是迄今中國建成的第 11 座北回歸
線標誌塔。該塔設計採用漢字
“門”演變而造，球體半徑 3.21
米，對應春分 3 月 21 日；懸臂長
6.22 米，對應夏至 6 月 22 日；從
底座到球體高 12.22 米，對應冬至
12 月 22 日；兩邊門柱所傾斜的角
度正好對應北緯 23.50 度。每年夏

心圓管，投射地台中央。
南澳環島公路全長 68 公里，
不少路段風光旖旎。陪父母春
遊，最好的選擇莫過於選取其中
的一條路段步行，可以一邊慢慢
地欣賞沿途美麗的風景，一邊充
分領略當地的風土人情、市井風
貌，體味當地人們的日常生活。
如果想看日出，可以去青澳
灣。在南澳島眾多海灣美景中，
最為著名的就是青澳灣。青澳灣
呈半封閉狀環抱海面，海灣似新
月，海面如平潮，沙細白，水碧

日出的地方，可謂觀看日出的最
佳觀賞點。
如果看日落，遊客站在距縣
城不遠的前江碼頭是不錯的角
度，那裡有密佈的漁船，成群的
海鳥，間或有漁夫搖過的小舢舨
和偶爾在頭上盤旋而過的鷹，以
及富有動感的海浪聲，各種自然
與人文的元素完美地結合在一
起，然後看着夕陽把一條火紅的
彩帶從海面鋪展到面前，一種久
違的浪漫、祥和與超然的氣息慢
慢襲來，時間彷彿靜止。

臺灣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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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霖景甜搞事情
曬“火”“
”“風
風”表情暗喻
表情暗喻《
《火王
火王》
》?

陳喬恩拯救待宰“小暴牙
陳喬恩拯救待宰“
小暴牙”：
”：
這是上天送給我的禮物
據臺灣媒體報道，陳喬恩近來在拍攝新戲《獨孤皇後》，愛貓卻在日前不幸過世
，讓喜愛動物的她難過不已，但緣分很奇妙，雖然愛貓走了，卻帶了只狗狗“小暴牙
”來到身邊，她說自己第壹眼看到這只狗時，就覺得很熟悉，狗狗也很黏人，與“小
暴牙”在片場的合照，畫面相當溫馨。
陳喬恩除了愛貓之外，也曾養過壹只狗叫做來福，後來因為老了生病過世，當她
第壹眼看到小暴牙時立刻覺得和來福好像，“我覺得它是來福投胎，來這個人間和我
重逢”。事實上據香港《蘋果日報》報道，她透露其實最初市場有人想屠宰“小暴牙
”來吃，得知消息的當下立刻決定收養，這才讓奇妙的緣分得以延續。
如今小暴牙和陳喬恩形影不離，當她在橫店片場準備拍戲時，它就靜靜地躺在主
人粉色戲服的裙?上，陪主人背劇本、任由主人逗弄，陳喬恩說：“小暴牙好黏我，可
能她知道我救了它吧！這是上天送給我的禮物”。不過因為把狗狗帶回臺灣的手續太
麻煩，加上目前陳喬恩工作太多，因此會把“小暴牙”寄養在信任的朋友家。

今早，陳柏霖景甜分別在微博上曬出“火
”、“風”表情符號，看的粉絲網友壹頭霧水
，難道兩人同時手滑竟還這麽默契的曬出同系
表情，莫不是要壹起聯手搞事情？此前，有網
友爆料，著名少女漫《火王》即將影視化改編
，陳柏霖景甜正是男女主角的候選人，難道這
波表情有啥暗喻，粉絲立馬化身偵探，發現其
中奧秘。原來，《火王》原著中有七大神族，
而“火”“風”各代表其中壹族，陳柏霖景甜
的表情符號或在暗喻《火王》中所屬神族，如
此神秘的互動，讓網友對《火王》的改編更為
期待。
不久前，《火王》原著作者遊素蘭在微博
分別曬出男女主角“逆光版”漫畫海報，雖是
抽象畫風，但不少眼尖的網友還是發現了海報
上的蛛絲馬跡。逆光中的仲天，右臉臉頰處壹
顆若隱若現的黑痣，與陳柏霖不謀而合；膚白
貌美的奉劍，兼具小尖臉、翹鼻子、大眼睛的

面部特質，與景甜十分相似。今早，陳柏霖景
甜又分別在微博曬出同系表情符號，結合此前
遊素蘭的漫畫暗示，兩人聯手合作也是十之八
九了。
著名漫畫《火王》曾在臺灣熱銷 260 萬冊，
再版 62 次，在中國內地的銷量已超過 3000 萬冊
，被讀者票選為漫畫界最有創作性和想象力的
代表之作，自籌備之初，就備受期待。盡管尚
未官宣男女主演，但網友對於陳柏霖景甜的首
次聯手已抱有很大期待，如今兩人在微博曬出
“火”“風”表情，或許暗喻即將在《火王之
破曉之戰》中出演“火神”仲天和“風神”千
湄，如此全新的組合，讓壹眾網友喊話期待，
“陳柏霖景甜真的要出演《火王》了，大仁哥
和大甜甜的組合，期待的同時也希望輕虐。”
、“陳柏霖景甜這是要搞事情啊，火神仲天風
神千湄，這暗喻玩的 666 啊，我的少女漫《火王
》真的來了，等不及想看。”

蔡依林與湯姆克魯斯 17 年後再同臺

田馥甄幼時偷偷戴隱形眼鏡
被醫生發現超尷尬
為那個年紀，戴隱形眼鏡對
眼睛會造成負擔不準我戴，
所以我就偷偷去配戴。當時
學生時期有升學壓力，某壹
晚我就 K 書 K 到在床上睡著
，早上醒來隱形眼鏡沒有拿
下來，眼睛就非常痛，隱形
眼鏡還拔不下來，就瘋狂沖
生理食鹽水。但之後就變得
很畏光，眼睛睜不太開，我
媽就趕快帶我去看醫生，我
媽這時候才發現我瞞著她戴
隱形眼鏡。”後來，媽媽帶

狂狂 K林誌玲人偶
小小 穿
S 薄紗裙秀性感

“人氣女神”田馥甄代
言接不完，2017 年還沒過壹
半，田馥甄就接下了 11 項代
言，至少 10 億元入袋，從手
機、保養品、口香糖全部都
包辦。田馥甄接下最新的隱
形眼鏡代言，大曝國中時期
的叛逆行為。
田馥甄國中時期很流行
“角膜變色片”，當時田馥
甄也有戴，她說：“那時候
覺得讓角膜變另壹個色是很
酷的事情，但是當時媽媽認

了田馥甄去看醫生，醫生看
見田馥甄的眼睛第壹句就問
：“妳有戴隱形眼鏡嗎？”
結果媽媽就搶著回答：“沒
有，我女兒沒有戴。”然後
田馥甄就很心虛弱弱的回答
：“媽，其實我有戴。”之
後就開啟了田馥甄戴隱形眼
鏡的開端。田馥甄這次接下
隱形眼鏡代言，以女神之姿
霸氣推薦自己喜愛的品牌，
她也開心分享：“戴上隱形
眼鏡後，可以為生活增添層
次與魅力，在舉手投足間更
顯自信，讓每個瞬間更加燦
爛耀眼。”

﹁
﹂

蔡依林日前受到好萊塢巨制電影《新木乃
伊》的邀請，與國際巨星湯姆· 克魯斯共度下午
茶時光，這是兩人暌違 17 年後的再度見面。早
在 2000 年，出道不久的蔡依林曾在阿湯哥來臺
宣傳《碟中諜 2》時，上臺為其鮮花，不敢直視
阿湯哥的雙眼，羞澀不已的少女模樣十分可愛
。17 年後，當年的“獻花少女”早已華麗轉身
成為華語歌壇天後，就連阿湯哥也忍不住連連
贊嘆：“恭喜蔡依林已經站上歌壇的巔峰！”
為了此次見面，蔡依林特意花費 7 天時間，親手
做了壹款“東方僵屍遇上西方木乃伊”翻糖蛋
糕，阿湯哥也以壹束鮮花以及“私密日記本”
回贈，他表示：“17 年前妳獻給我的花，今天
我來回贈給妳。日記本裏面我寫了壹些悄悄話
送給妳。”面對媒體的好奇心，蔡依林俏皮回
應“這是我跟阿湯哥之間的秘密。”
見面當天，蔡依林特別邀請阿湯哥品味當
地特色的烏龍茶，兩人以茶會友，相談甚歡。
品茶時，現場突然播放起 17 年前兩人第壹次見

蔡康永、小 S 徐熙娣出席電影首映會造勢
，演藝圈好友齊聚相挺。現場小 S 以壹襲刺繡
薄紗禮服服亮相，性感指數破表搶占全場目光
，片中飾演小 S 姐姐的林誌玲因工作未能出席
紅毯，但仍錄制 VCR 祝賀，同時質問小 S“妳
今天沒說我壞話吧？”工作人員還搬出林誌玲
充氣不倒翁人偶同臺，更搞笑讓小 S 戴上拳擊
手套狂打林誌玲人偶，活動氣氛歡樂笑聲不斷。

面的畫面：阿湯哥在臺北宣傳電影，蔡依林受
主辦方邀請上臺為其獻花，露出小迷妹般的羞
澀神情，全程只見背影，獻花後便匆匆下臺。
看到視頻，蔡依林回憶：“當時還是小女生，
緊張到不敢直視阿湯哥的迷人雙眼，壹上臺只
擔心自己會跌倒，經過 17 年，今天終於不緊張
了! ”阿湯哥也稱贊當年的 Jolin 好可愛，令人
印象深刻：“恭喜蔡依林現在已經站上歌壇的
巔峰！”
入行多年，蔡依林和阿湯哥都以“工作拼
命、不斷挑戰自我”著稱，蔡依林透露，她每
場演出從企劃、籌備、彩排都親力親為，因為
喜歡在舞臺上嘗試各式挑戰，給歌迷驚喜：
“我上臺前壹樣會緊張，但舞臺燈壹亮就腎上
腺素狂飆忘情投入。”同樣要求完美的阿湯哥
表示感同身受，“每次上陣的特技場面都會親
自構思與討論，壹個動作場景得花兩年訓練，
拍攝前壹晚常會緊張到失眠，但壹面對鏡頭就
忍不住豁出去做到最好！”
為了表示對阿湯哥的熱烈歡迎，蔡依林特
別送上花費七天時間制作的電影主題翻糖蛋糕
——“東方僵屍遇上西方木乃伊”。當阿湯哥
看到做工精致、栩栩如生的東方僵屍，以及跟
電影《新木乃伊》裏壹模壹樣的木乃伊石棺蛋
糕時，忍不住大聲“Wow”，並三次追問蔡依
林：“這真的是妳親手做的嗎？太厲害了！”
蔡依林特別告訴阿湯哥，僵屍臉上的符咒是她
親手畫的，因為有法力，千萬不能拿下來，否
則僵屍就會跳出來害人！
雖然阿湯哥舍不得破壞這個完美的蛋糕，
但在蔡依林的強烈要求下，他還是切開了石棺
，露出裏面的巧克力蛋糕，幽默的他還作勢拿
刀要砍向僵屍，惹得全場大笑不已。蔡依林頑
皮嚇唬阿湯哥，“這個石棺蛋糕沒有人敢吃，
因為在電影裏打開木乃伊石棺就會被詛咒，但
妳的氣場最強，應該嘗壹嘗！”阿湯哥隨即吃
了壹口並大贊“蛋糕好吃！但回去得多做些運
動。”他笑說：“這可能是自己做過最危險的
特技。”
為了紀念與蔡依林 17 年間的奇妙緣分，阿
湯哥貼心準備了壹束當季盛開的鮮花，與刻印
有蔡依林名字的日記本回贈給她，他感性地說
：“17 年前妳獻給我的花，今天我來回贈給妳
。日記本裏面我寫了壹些悄悄話送給妳。”蔡
依林開心回應：“我也會將想要對妳說的話寫
在裏面，等下次見面時再拿給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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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哈薩克斯坦中國影展將拉開帷幕 範冰冰
範冰冰《
《畫框裏的女人
畫框裏的女人》
》戛納展映
《功夫瑜伽》《狼圖騰》等六部影片展映 壹襲紅裙 攜手梅爾維爾·珀波亮相紅毯
本屆戛納主競賽單元評審之壹範冰冰主演
的《畫框裏的女人》近日日在戛納展映。該影
片為中法合拍片，由法國導演查理· 德莫執導，
範冰冰、梅爾維爾· 珀波、黃覺、吳越等人聯袂
主演。
《畫框裏的女人》是壹部宮廷文藝片，以
清朝乾隆年間，法國傳教士畫家王致誠為中國
皇後畫肖像畫為故事主線，講述了清朝乾隆年
間壹段古老神秘的宮廷往事。法國演員梅爾維
爾· 珀波在片中扮演西洋畫家王致誠，中國演員
範冰冰飾演皇後烏喇那拉氏，兩人在片中配合
默契。
該片於 2013 年開拍，2015 年就已殺青。國
內上映時間尚未確定。

5 月 25 日，2017 年哈薩克斯坦中國電影展
新聞發布會在京舉行。此次影展由國家新聞出
版廣電總局電影節主辦，中國電影集團公司、
中國電影文學學會、英雄兒女文化有限公司聯
合承辦，將於 2017 年 6 月 7 日至 18 日在哈薩克
斯坦舉行，期間正值哈薩克斯坦阿斯塔納世界
博覽會開幕，屆時多部我國影片將展現在各國
友人面前。
據悉，共有 6 部來自中國的優秀電影作品
，參加 2017 年哈薩克斯坦“中國電影展”活動
，包括今年春節票房大賣的成龍新片《功夫瑜
伽》；由白百何主演的曾賺取過觀眾不少眼淚
的《滾蛋吧！腫瘤君》；以及由馮紹峰、竇驍
主演的野性十足的《狼圖騰》；還有講述維吾
爾族母親的電影《真愛》；取材自新疆養蜂人
家的電影《伊犁河》；以及講述哈薩克民族歌
手故事的電影《鮮花》等等，這些影片都代表
了中國電影藝術創作和技術制作的新水平。

中國電影集團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焦宏
奮在現場表示，“電影是不同民族藝術交流的
載體，中國和哈薩克斯坦山水相連，相信這些
影片在哈薩克斯坦的展映，能讓該國的電影觀
眾進壹步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了解中國作為
壹個多民族國家面對不同民族文化風格，不同
民族性格時的包容與欣喜，了解當代中國社會
的發展與進步，了解中國人民的精神世界。同
時也希望這六部中國電影，給全世界觀眾展示
中國新時代的特色。”
焦宏奮在發布會上強調：“在‘壹帶壹路
’的合作發展框架下，中國和哈薩克斯坦在藝
術領域開展了全方位的深度合作，中國電影界
願意與哈薩克斯坦同行攜手並進，為推動世界
電影的共同繁榮與發展，豐富世界電影的多樣
性做出更大努力。這次我們將把 2017 年哈薩克
斯坦‘中國電影展’的開幕式安排在納紮爾巴
耶夫大學舉辦，使活動的意義更為深遠。”

第二屆亞洲新媒體電影節“亞洲征片”
“金海鷗”戰略合作威尼斯影節
繼“新媒體影視創投”征集啟動之後，第二屆
亞洲新媒體電影節“金海鷗獎”的“亞洲征片”正
在進行中。2017 年 7 月 6 日，“金海鷗獎”頒獎典
禮將在澳門舉辦。電影節設置了“網大單元”、
“網劇單元”、“短片單元”、“VR 影片單元”
四個主競賽單元，從 2016 年年底至 2017 年 6 月 15 日
，面向亞洲的青年影視人廣泛征集，涵蓋全亞洲 15
個國家和地區，預計共征片 1500 余部。屆時，電影
節組委會將通過征片海選、復選、入圍提名及評獎
四個環節，評選出本屆的“金海鷗獎”，並在頒獎
典禮中揭曉。
值得壹提的是，第二屆亞洲新媒體電影節還和
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亞太藝術單元達成戰略合作，由
亞洲新媒體電影節評選出的“金海鷗獎”作品將被
推送至威尼斯國際電影節 Venice Days 亞太單元，
與其他國家的作品壹同角逐亞太單元的獎項。
“金海鷗獎”是亞洲新媒體電影節為鼓勵新媒
體影視創作人、推動新媒體影視產業發展而設立的
獎項，本屆電影節將以“致敬經典，樂享新生代”
為主題，延續首屆亞洲新媒體電影節“金海鷗獎”
的評獎內容。本屆電影節主要包括開幕式、“金海
鷗獎”頒獎典禮、新媒體影視產業論壇、威尼斯國
際電影節 Venice Days 亞太單元峰會、新媒體影視
創投、VR 國際影展等主體活動。導演王晶將擔任
第二屆亞洲新媒體電影節“金海鷗獎”評委會主席
，演員高亞麟將擔任評委會副主席。
本屆電影節不得不提的壹大亮點，就是為期三
天的“新媒體影視峰會”。該峰會將作為第二屆亞
洲新媒體電影節的獨立品牌，將於 2017 年 7 月 3
日-5 日在深圳舉辦。
峰會內容主要包括“新媒體影視創投”、“新
媒體影視產業白皮書”、“VR 影視”以及“威尼
斯國際電影節 Venice Days 亞太單元峰會”四大板
塊。屆時，將通過邀請全球範圍內的知名影視人、
新媒體影視平臺方及互聯網影視制發公司等嘉賓，
共同探討新媒體影視的現狀及未來。
其中，新媒體影視創投的征集已於 2017 年 5 月
15 日全面開啟，直至 6 月 19 日結束。創投征集，包
括網絡大電影和網劇兩大部分，新媒體影視創投將

《美好的意外》發“擁有妳”終極預告

曝光桂綸鎂“雙面”海報
職場女強人 vs 家庭主婦

由桂綸鎂、王景春、歐陽娜娜、王元
也主演，陳坤特別出演的奇幻輕喜劇電影
《美好的意外》於今日曝光“擁有妳”終
極預告和壹款最新海報，以女性視角，展
現影片獨特魅力。終極預告中，桂綸鎂親
自口白“解說”飾演角色豐富的內心世界
，將壹名從金裝律師反轉成為為家庭主婦
的女性在整個變化過程中的復雜心態全然
呈現。
新款海報中，展現了女主角李雨燃變
身前後的兩種不同身份狀態：律師李雨燃
“生人勿進”，女王範兒十足；主婦李雨
燃則親切“接地氣”，與之前“不食人間
煙火”的形象相比，置身於陌生環境扮演
不熟悉的角色，反倒讓她變得柔和許多，
有著別樣魅力。
在“擁有妳”版終極預告中，桂綸鎂
飾演的金裝律師李雨燃，以旁白“第壹視
角”詮釋角色內心活動，串起整個從職業
女性轉變家庭主婦的過程。在事業有成、
經濟與精神雙重獨立的人生軌跡上，李雨
燃樂在其中，但卻被他人視作“把自己搞
得像刺猬壹樣”的怪物。中轉站的奇遇給
了她二次“新生”，李雨燃體驗了壹把從
未有過做妻子和媽媽的感受。
與“擁有妳”預告壹同曝光的，還有
壹款最新海報。海報畫面壹分為二，分別
突出了李雨燃變身前後的反差，女神徹底
拋棄偶像包袱的敬業精神絕對值得點贊。
同樣置身於家中的畫面卻呈現出全然不同
的兩個場景，上半部分正在就餐的金裝律
師李雨燃，表情冷酷，手舉紅酒杯壹副
“生人勿近”的高冷氣場大開；而下半部
分家庭主婦李雨燃，穿著寬松，頂著壹頭“泡面卷”，和之前犀利的眼神相比，“大媽”李雨燃的眼神柔和許
多，褪去光鮮亮麗的光環，沈浸在家庭瑣事之中的李雨燃，更有“煙火氣”，也更平易近人。
《美好的意外》中職場女強人李雨燃不得不接受命運安排，去扮演壹個與她身份完全相反地角色，壓力和
挑戰並存，崩潰也在情理之中。而對於戲外首次嘗試喜劇的桂綸鎂本人來說，挑戰與壓力也是並存：“在這次
電影裏面，我要飾演幾乎三個完全不同的女性角色。這部電影裏面既要有喜劇的節奏，然後又要詮釋三個性格
的角色，對我來說難度非常大。”
詮釋李雨燃這樣壹個溫暖可愛的角色過程中，桂綸鎂表示同時也“開發”了自己這塊領域：“因為這個角
色，而漸漸地，我覺得真的有點像撞了壹面鏡子，因為其實某部分我跟這個律師的角色有點接近，所以飾演過
程中，體會主角心態的轉變過程，也令我覺得很意外，也很美好。”

以投資會的形式舉行，通過前期的廣泛
征集、初審和復選，最終入圍的項目方
代表將被邀請在新媒體影視峰會影視創
投現場進行路演，展示他們原創 IP 的題
材、內容和亮點； 與此同時，由導演
、制片人、編劇及新媒體影視平臺方代
表組成的專家組將進行現場點評；最終
，入圍項目將參加新媒體影視創投板塊
的投資洽談會。希望通過投資洽談會促
進優秀的內容創作者與投資者、買家及
平臺達成最終的合作。
近年來，新媒體影視在國內異軍突
起成為“香餑餑”，其中網絡大電影、
網絡劇兩大領域，湧現出大量的優質作
品，也成為時下年輕人最喜歡的視聽內
容。網絡大電影，誕生於 2014 年，成長
於 2015 年，爆發於 2016 年，據數據顯示
，2016 年網絡大電影投資項目已達到接
近 2000 部，2017 年，網絡大電影又進入
了新的時代。
而網劇，在市場及政策的雙重支持
和驅動下，逐漸成為“互聯網+”大潮
中的佼佼者，隨著資本重組、網劇數量
與質量的大幅提升，整個產業呈現出壹
種蓬勃的發展勢頭。
新形勢下，如何推進新媒體影視的產業化進程
，引導新媒體影視向高質量、精品化邁進，亞洲新
媒體電影節金海鷗獎肩負著使命與責任，旨在打造
全亞洲乃至全球最大的新媒體電影交流、交易平臺
，聚焦新媒體產業的興盛。
與此同時，在新媒體影視蓬勃發展的當下，應
運而生的亞洲新媒體電影節，也越來越受到業內外
的關註和重視。
值得關註的是，第二屆亞洲新媒體電影節除了
征集網大、網劇，頒發傳統獎項的“金海鷗”之外
，其實還面向全亞洲青年影視人廣泛征集短片、
VR 影片，並且特別設立金海鷗最佳短片、金海鷗
最佳 VR 影片的評選。
本屆電影節充分發揮新媒體“傳播快、門檻低

、受眾廣”的特質，面向更多受眾、拆掉門檻限制
，徹底打開新媒體影視的新大門，鼓勵更多的新媒
體人參與到創作中來。
此外，VR 影視方面，第二屆亞洲新媒體電影
節也將全面布局：金海鷗獎評獎單元，增設 VR 影
視主競賽單元；新媒體影視峰會，設立 VR 影視板
塊論壇，以及 VR 國際影展——砂之盒沈浸影像展
。砂之盒沈浸影像展由沙核科技獨家承辦，所展映
的 VR 影視作品，均來自包括好萊塢在內的北美、
歐洲等地的 VR 工作室。
毋庸置疑，VR 影視將會是未來發展的壹個趨
勢，因此 VR 影視專業人才的發掘和培養，對於整
個 VR 影視產業的發展至關重要。本屆電影節在征
集 VR 影視的同時，也將網羅世界各地人才，希望
通過不同思想的碰撞，激蕩出更多的想法與靈感。

回顧 2016 首屆亞洲新媒體電影節，韓國釜山，
業內外新老影人齊聚，暢談了電影在新媒體平臺上
的發展與美好前景。評委會主席由高群書擔任，其
余六位評委會委員分別是焦雄屏、何鳳雲、丁壹嵐
、孔二狗、劉春、普拉奇亞。而中國新媒體電影人
代表團，不僅有叫獸易小星、白客等網生代明星到
場，張馨予、林家棟、黃小蕾等電影人也盛裝出席
。為期 3 天的電影節，來自亞洲的 1300 多部網絡大
電影、網劇及短片參與了“金海鷗獎”的評選。其
中最佳 VR 短片的評選，共有來自十幾個國家和地
區的 VR 內容創作者投稿，參賽作品達到近百部。
此外，影節還設立了新媒體影視主題論壇，以及
VR 影視主題論壇、VR 國際影展等多項主題活動，
新媒體從業人員、投資公司及各大平臺，參與電影
節的熱情高漲。

廣 告

星期日

2017 年 5 月 28 日

Sunday, May 2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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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READY.
A R E YO U ?

We know table players don’t take their games lightly, and neither do we. At L’Auberge, we’re bringing
the greatness back to tables, with 20X odds, $20,000 limits and the most generous comps in town.

COME AND GET

/LAubergeLC

@LAubergeLC

I T

@LAuberge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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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BLING PROBLEM? CALL 800.522.4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