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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ffi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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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佩斯出席發布會洛佩斯出席發布會
正式加盟紫金軍團正式加盟紫金軍團

南非選手破男子南非選手破男子300300米世界紀錄米世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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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壹中學不準穿短褲英國壹中學不準穿短褲 5050名男生改穿女裙上學名男生改穿女裙上學

英國近日天氣炎熱英國近日天氣炎熱，，氣溫壹度沖高到攝氏氣溫壹度沖高到攝氏3535..66 度度。。 雖然天氣雖然天氣
酷熱酷熱，，但德文郡艾希特市但德文郡艾希特市(Exeter)(Exeter)的壹所中學卻明令禁止男學生穿著短的壹所中學卻明令禁止男學生穿著短
褲上學褲上學。。當中有大約當中有大約5050名男學生後來名男學生後來““乖乖聽從校方建議乖乖聽從校方建議”，”，果然不果然不
穿短褲穿短褲，，但是但是，，卻改穿女生裙子上學卻改穿女生裙子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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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警方展示繳毒成果阿根廷警方展示繳毒成果
55噸大麻鋪滿地噸大麻鋪滿地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
斯斯，，緝毒警察在警察局展緝毒警察在警察局展
示繳毒成果示繳毒成果，，55噸重大麻鋪噸重大麻鋪
滿警局地面滿警局地面，，這些毒品是這些毒品是
在壹輛大卡車上查獲的在壹輛大卡車上查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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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悲鷗這個名字，對很多中國的美術愛
好者來說，可能比較陌生，但在他的

出生地印尼，以及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
Wen Peor卻是頗受藝術界歡迎、具有鮮明
獨特風格、與印尼著名畫家亞梵地(Affan-
di)、李曼峰等人齊名的畫家。

出生印尼的藝術奇才
溫悲鷗(Wen Peor)，原籍廣東梅縣。

1920年出生於印尼蘇門答臘島巴東市。
1934年回廣州廣雅中學念書，得水彩畫家
梅雨天教導，逐漸形成自己的藝術風格，
與古元、賴少其、唐德鑒和梁蔭本等先後
成為校友。1945年參加印尼名畫家亞梵地
(Affandi) 、亨達(Hendra)等組織的“人民
畫家協會”。1949年在巴東舉辦首次個
展。1955年與印尼著名華人畫家李曼峰等
人共同創立“印華美協”，次年被選為理
事，後為副主席。1957年油畫《月是故鄉
明》為印尼總統蘇加諾購藏，現藏印尼總
統府。1969年參與創作北京華僑大廈大型
壁畫。1980年南下香港定居，之後多次應
邀回印尼參加畫展，此間多幅作品被東南
亞、日本和香港等地私人藏家高價收藏。
2001年出版《故鄉與第二故鄉——溫悲鷗
畫集》，此後數年，以賣畫所得資助內地
超過100名貧困大學生。2007年病逝於香
港。
印尼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國家，而

今年適逢香港特區成立二十周年，廣東畫
院與珠海古元美術館在珠海古元美術館舉
辦“故鄉與第二故鄉─溫悲鷗畫展”，以
紀念逝世十周年的印尼歸僑畫家溫悲鷗先
生。這位曾經在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和重
要驛站——中國和印尼奮力飛翔的“北返
之鷗”(著名書畫家葉恭綽先生語)舉辦專題
紀念畫展，實在是具有不平凡意義的畫壇
佳話。

畫作成為友誼之橋
溫先生一生為人低調，溫良恭讓，但

依憑對中國、印尼兩個故鄉的熱愛，對生
活、大自然的細緻觀察，對創作的熱情和
真誠，筆耕不輟，藝術追求不斷得到淨化
和昇華，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溫悲鷗先生
自幼熱愛美術，堅持自學，孜孜不倦，觸
類旁通，在油畫、水彩、水墨、彩墨、亞

克力(丙烯)畫、版畫、鋼筆畫、刻章甚至木
刻等方面都有較深的造詣。他的畫作充滿
時代氣息，有強烈的使命感和浪漫情懷，
最為人所稱道的是他對色彩和線條具有天
生的敏銳觸覺，畫作顏色豐富多彩，線條
富於想像力，創作大膽而不落俗套；年輕
時筆觸粗放，用色頗為凝重；晚年性格趨
於沖淡，用色走向燦爛而夢幻。他的作品
題材廣泛，筆下既有中國的壯麗河山，也
有印尼的寧靜漁村；既反映波瀾壯闊的時
事現實，也歌頌歡樂的家庭溫情；既有婀
娜多姿的巴厘舞女，也有力抗狂瀾的黃河
船夫……南洋風情與中國元素相得益彰，
使他的畫作散發出動人的獨特魅力。
溫悲鷗先生是僑居印尼的華人，與印

尼著名美術家亞梵地(Affandi)、亨達(Hen-
dra)、蘇達梭( Sudarso)等人交往深厚，年
輕時經常一起切磋畫技。1982年，75歲在
印尼畫壇德高望重的亞梵地(Affandi)，得知
暌違多年的溫悲鷗定居香港，馬上寫了一
封熱情洋溢的親筆信，邀請他到印尼，像
以往一樣一起談論藝術共同創作。寥寥數
語，道出了對溫悲鷗這位華人兄弟的深切
思念之情，中印民間的友誼源遠流長，在
兩位傑出藝術家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證。

尋找原鄉精神
在展覽的開幕式上，溫悲鷗的兒子溫

海在致辭時說：“千言萬語，唯有感恩。
感謝廣東畫院、古元美術館以及珠海市相
關單位的領導和各界友好，讓這次父親的
紀念畫展得以成功舉行。這次畫展是父親
逝世後第一次在中國舉辦的紀念個展，而
父親與古元先生是校友，我相信這種緣分
使得這次紀念展覽更顯得意義深長，相信
父親在天上也會欣然地微笑。父親一直自
喻為藝術上的北返之鷗，就讓父親的作
品，從珠海這個南中國海邊珠江口畔風景

秀美的海濱名城出發，成為溝通中國、印
度尼西亞這兩個海上絲綢之路重要國家美
麗的文化信使，再次飛翔！”
溫海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溫悲鷗生

在印尼，其社會身份在藝術的承載之下，
逐漸變成了一個同情左翼的進步藝術家。
正是這一原因，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印尼政
局急速變化之後，他迅速離開了印尼。而
這似乎並沒有割斷他與印尼的聯繫。人們
可以在他的諸多作品中找到這樣的聯繫。
故鄉與第二故鄉，對溫悲鷗而言，這是不
可分離的共存概念。在他的畫作中，始終
能夠感受到一種質樸和滄桑的原鄉精神。
如果是刻畫千島之國印尼的作品，則能夠
感受到非常細緻的地理描繪和線條；而描
繪中國山河人物的作品，則充滿了一種接
近空靈性質的磅礴氣勢。從這個意義上
說，從地理而言，印尼是溫悲鷗的第一故
鄉；但從精神層面而言，中國則是溫悲鷗
的第一故鄉。地理的故鄉和精神的故鄉在
溫悲鷗的畫作中，構成了獨特而精巧的對
話：人生的對話，藝術的對話，歷史的對
話，家國的對話。
溫海表示，其父的作品具有濃厚的歐

洲油畫風格，可以找尋到梵高等人的作品
風格，這與印尼曾經是荷蘭的殖民地有很
大關係；而溫悲鷗返回中國之後，也將中
國畫的風格融匯在西畫的創作中。畫作風
格的多元和要素的融合，在某一個面向上
也印證了華僑的多元背景和生活境遇。這
是大的歷史書寫和小的藝術評論都不能忽
略的重要主題。東南亞華僑的藝術史，在
溫悲鷗身上有了一種更加動人和深邃的思
索。

故鄉與第二故鄉是溫悲鷗作品

中不時被表現的主體。在他的作品

中，地理空間與精神空間的色彩對

話一直在以特殊的方式存在。在大

時代的動盪歲月中，溫悲鷗用人生

的畫筆、歲月的色彩寫下了找尋原

鄉精神中的不同感受，並讓這種感

受延續到今日。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受訪者供圖

■■寫生中的溫悲鷗寫生中的溫悲鷗

■《強渡大渡河勇士》

■《東方明珠》

■《情人崖夕照》 ■《海珠橋畔》

■■《《故鄉之月故鄉之月》》

““北返之鷗北返之鷗””訴鄉情訴鄉情

當代藝術家原弓作品“空香”的
氣味，首次飄到了深圳。日前“聞香
識羅湖——原弓個展”在羅湖美術館
開幕，本次展覽涵蓋了裝置、影像、
繪畫和文獻等原弓所創作的作品。
據悉，原弓自90年代以來，一直

涉足中國當代文化的各個層面。2011
年第54屆威尼斯國際藝術雙年展中國
國家館，與其他藝術家一起以“瀰
漫”為題創作了五件大型裝置，分別
產生五種不同的氣味，其中原弓創作
的“空香”以水霧的形式釋放熏香的
氣味，製造出仙境一般的氣氛和景
象，引起了國際藝術界的強烈反響。
“從2011年到2017的六年時間，

原弓作品的氣味，從威尼斯到布拉
格、哥本哈根、卡塞爾、北京、上

海、香港，在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城市
瀰漫，如今，這股香氣已經瀰漫在羅
湖。”此次展覽策展人北京大學藝術
學院副院長彭鋒表示，“瀰漫”展覽
發生在六年前，那時還沒有“一帶一
路”的倡議。2017年有機會跟羅湖美
術館合作，我再次邀請原弓參展，詮
釋當年的“瀰漫”主題。
彭鋒認為，在羅湖美術館做的這

個展覽，是為了喚起中國人對改革開
放的記憶，讓我們聞香識羅湖。在小
平同志南巡講話25周年、香港回歸20
周年之際，以這一展覽來紀念羅湖曾
經扮演的中國改革開放“橋頭堡”角
色。我們也期待在中國社會新的轉型
升級過程中，羅湖能夠再次發揮引領
作用。”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郭志全1942年生於四川樂山，畢業
於四川美術學院，擅長山水、花鳥、書
法、美術評論，為文化部中國詩書畫研
究院研究員。作品曾在中國美術館、法
國巴黎秋季藝術沙龍展、香港全球水墨
畫大展等地方展出。其作品《彝人之
舞》將參選2017年香港全球水墨大展。
他川人而京居，南人而北向；以北剛健
南柔，用南柔化北剛。在思維上，他繼
承“穩定性”吸收“變動性”，繼承
“直觀性”吸收“邏輯性”，形成獨特
的“中思西想”。因此，在創作實踐上
他一條既保持中國傳統語言特徵又吸取
西方硬邊構成的新路。

國畫的改革已經經歷百年，漸漸形
成三大路徑：一是新文人畫為代表的傳
統延續型；二是裝置水墨為代表的觀念
型；三是墨彩畫的東西融合型。郭志全

的畫基本上屬於第三種，但其作品卻既
不像吳冠中、黃永玉式的墨彩。在精神
上他中國傳統味更濃一些，但形式結構
上西方後現代感也同時更強，他稱自己
的畫風為“水墨構成”。

這種畫風在主題上由傳統儒道追求
脫離物質表層的“天人合一”更進一步
演變成“天人神會”。“天人神會”是
郭志全追求的最高境界。這裡有兩層含
義：一是擴大視野，反對將生活僅僅看
作是自己周圍習以為常的事物，改變區
域性畫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作繭自
縛，回到世界生活大家庭。所以，他的
山水畫大膽地打破時空，把多種物象自
由拼合，以完成其心中的意象。

其次，“天人神會”對比“天人合
一”也有更多的人性思考，目光更多地
投注於人類生存的環境。作品《覓踪大

海道》、《神馳樓蘭》就是藉一個古老
國家神秘消失的故事隱喻生態環境的惡
化。
所以，郭志全的山水畫是奇特的、

怪誕的；卻又是傳統的，充滿中國古
代藝術所特有的那種神秘、深邃的物
質。 文：陳添浚

郭志全：融匯中西的奇特新水墨 聞香識羅湖
原弓個展深圳開幕

■■畫家郭志全畫家郭志全

■■““聞香識羅湖聞香識羅湖———原弓個展—原弓個展””在羅湖美術館隆重開幕在羅湖美術館隆重開幕。。 李望賢李望賢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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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座談會的貴賓合影參加座談會的貴賓合影，，周侃周侃、、侯國男侯國男、、
孫良輔孫良輔、、許春菊許春菊、、李香蘭李香蘭、、賴健治賴健治、、林瑞源林瑞源

參加座談會的貴賓合影參加座談會的貴賓合影，，鄭寧鄭寧、、周侃周侃、、陳聰能陳聰能、、侯國侯國
男男、、李香蘭李香蘭、、邱垂洸邱垂洸、、許春菊許春菊、、林瑞源林瑞源、、賴健治賴健治

中興臺北大學聯合校友會會長周侃中興臺北大學聯合校友會會長周侃
致歡迎詞致歡迎詞

觀眾聚精會神地聆聽講座觀眾聚精會神地聆聽講座

許春菊藥學醫師主講許春菊藥學醫師主講
「「揭開精油的神秘面紗揭開精油的神秘面紗」」

觀眾們試用許春菊藥學醫師觀眾們試用許春菊藥學醫師
帶來各種不同的精油帶來各種不同的精油

(本報記者 / 張耀淑 / 採訪報
導)中興臺北大學聯合校友會，於 6
月11日下午，假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舉辦健康講座，特別邀請到中興大
學 校 友，任 職 於 Alexian Brother
Medical Center Clinical Oncology
Specialist癌症臨床藥學醫師許春菊，
與大家分享「揭開精油的神秘面紗」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組長孫良輔、
秘書侯國男、僑務委員李香蘭、中興
臺北大學聯合校友會前會長賴健治
伉儷、芝加哥名會計師林瑞源伉儷、
前客家會會長邱垂洸、政治大學校
友會會長陳聰能伉儷等近百位僑界
朋友，共同出席了當天的講座活動。

中興臺北大學聯合校友會會長

周侃首先致詞，感謝大家參加當天
的講座，及主講人提供最優質的健
康資訊。希望大家在聽完之後，都有
一個健康美麗的人生。祝福大家身
體健康、萬事如意！

目前在 Alexian Brother Medical
Center Clinical Oncology Specialist
擔任癌症臨床藥學醫師的許春菊醫
師，使用簡報並以深入淺出的方式，
向在場的聽眾講解精油在過去五千
年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什麼是精
油及精油的製作；10種家用藥物櫃
不可或缺的精油；治療皮膚感染，支
氣管炎、哮喘、咳嗽、竇炎、流感、感
冒；如何幫助排毒及皮膚護理；如何
搭配出自己的精油配方，來改善身

體狀況預防疾病，自
我健康管理；如何安
全 選購有療效100%的
純精油；面對抗生素抗
藥性的危機你能做什
麼來提升你的家人和
自己自身的健 康，增
加身體免疫力；如何有
效的使用精油，讓你在
小感冒或是流感來襲
的時候，你可以不用
變成藥罐子，你也可以
在第一個時間裡有效
地控制症狀，恢復體
力，正常的作息和上班
，避免二度感染；如何
使用精油來減輕撞傷，
扭傷，割傷的疼痛，暈
車暈船的症狀，消除
胃部脹氣及消化不良

甚至可以解決鼻塞的困擾。
許醫師說，精油的本質是數百

種不同的天然化學物質所組成，精
油是植物 的生物合成二次代謝物，
濃縮，脂溶性，高揮發度( volatile)，
擁有高分子能量在室溫下，會有 液
體轉換成氣體，精油可透過口服、按
摩、薰香、熱敷，冷敷，以及塗抹在身
體不同的部位，並在非常短的時間
內穿 透皮膚，被微血管吸收，進入人
體的循環系統。精油的使用方式大
致分為英式、法式及德式，英式是以
按摩為主；法式講究口服精油，在法
國使用精油非常普及，看醫生時可
以選擇要傳統方式的治療─抗生素
治療，或是用精油來治療他們的疾
病；德式採用燻香的方式，三種方式
混合運用，會達到最好的療效。精油
對許多的疾病都很有幫助，配合藥
物的治療，可以讓疾病恢復的更快。
精油可以抗細菌病毒，抗發炎，修補
受傷細胞，加速細胞再生，平衡身體
失調的賀爾蒙，安定神經，緩和焦慮
緊張的情緒，更可以進一步提高專
注力。不同種類的精油有各種不同
的功效，對於一些疾病，也有舒緩和
減輕症狀的功能。並且在日常生活
中使用，可以起到凈化空氣、消毒、
殺菌的功效，同時可以預防一些傳
染性疾病。隨後許醫師一一解說10
種家用藥物櫃不可或缺精油的功效
及使用方法：茶樹、尤加利精油、薄
荷、檸檬、乳香和沒藥、薰衣草、迷迭
香、快樂鼠尾草、天竺葵等。精油對
於內分泌、新陳代謝、泌尿系統、性
病、免疫系統、婦科疾病、肌肉、骨骼

疾病、皮膚疾病、身體
的症狀與疾病、神經系
統與精神疾病、眼、耳、
鼻、口腔、牙齒疾病、呼
吸系統方面的疾病、血
液循環系統方面的疾
病、消化系統方面的疾
病有很不錯的療效。精
油乃是天然的，幫助人
恢復身心平衡的物質，
只要使用方式正確，精
油不像化學藥物會給
人體帶來負擔。在使用
精油之前，設定合理的
期待值，有耐心有效的
使用，才是最根本之道
。

許醫師並且分享
如何自製曼秀雷敦小
護 士 藥 膏 (Menthola-
tum)：一湯匙的凡士林微波約 15 分
鐘，成液體化之後，依據所想要治療
的部位，可加上尤加利、薰衣草、茶
樹等2到3滴的精油，分裝入小瓶內
，等到凝固之後，就是市面上所賣的
曼秀雷敦小護士藥膏。

許醫師表示，當天的講座在兩
週之內會放進 Youtub(金油精油今
油) 裏 和 大 家 分 享，自 己 的 網 站
Drcchsu.com 預計在 10 月份會以中
文的方式呈現給大家，包括自我療
愈、最新健康資訊、自然健康管理等
，希望能夠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若是需要更多詳盡的資訊，請洽
chunchu.hsu1025@gmail.com

此次演講會上，主講人精闢的

分析及解說，讓所有聆聽的聽眾均
感獲益良多。現場還為大家一一解
答了很多有關健康須知方面的問題
，直到五點半，大家還是欲罷不能。
講題內容豐富精采，現場聽眾都非
常感謝主辦單位安排這麼豐盛的健
康講座，所學習到的更是滿載而歸。

演講會上，也特別介紹「台灣國
際醫療觀光」，分享政府推行醫療服
務國際化的發展、臺灣世界級的醫
療水準、廉價的收費等寶貴的資訊，
讓全場聽眾都讚嘆台灣醫療與相關
產業之持續進步！

中興臺北大學聯合校友會舉辦健康講座中興臺北大學聯合校友會舉辦健康講座
許春菊藥學醫師主講許春菊藥學醫師主講「「揭開精油的神秘面紗揭開精油的神秘面紗」」

僑社新聞僑社新聞



CC55香港娛樂
星期日 2017年7月2日 Sunday, July 2, 2017

美南版■責任編輯：何佩珊 2017年7月4日（星期二）6 文匯副刊玩轉粵港澳

河源東江國家濕地公園：景觀宛如山水畫卷
222�1�!�

湛江雷州九龍山紅樹林國家濕地
公園坐落在雷州市調風鎮，於2009
年獲國家林業局批准設立，是中國首
個以紅樹林命名的國家濕地公園。公
園面積1,270.8公頃，其中濕地佔了
90.5%，除了獨具紅樹林濕地、河流
濕地與人工濕地的特色，還擁有水
鳥、火山地貌、佛教寺院、熱帶農業
等自然與人文兼具的美好景觀。

乘船出海點讚鳥兒
九龍山濕地公園享有“生態家

園、鳥類天堂”的美譽，是雷州半島
重要的綠色生態屏障。從湛堰河乘坐
船隻出海，是很不錯的一條遊玩線
路。貫穿公園內的河道九曲十八彎，
水清見底，潺潺流動，匯入大海。沿
途 10多公里，白鷺、海鷗舉目可
見，有的在河面上盤旋覓食，有的在
兩岸樹林裡棲息。船上的遊客在歡呼
點讚鳥兒的同時，兩岸一望無際的鬱
鬱葱葱的紅樹林也不住映入眼簾。

據介紹，紅樹林是公園的主要植
被種類，園內還大面積生長着珍稀的
半紅樹植物玉蕊、銀葉樹，其中玉蕊
樹在中國僅九龍山有天然分佈的記
錄。
地址：湛江雷州市調風鎮

九龍山月嶺港

開放時間：早上9時至下午5時

廣州海珠湖國家濕地公園：從深圳灣口岸
出發，進入廣深沿江高速，經莞佛高速、
廣澳高速到到南沙港快速，離開高速後沿
科韻路、新滘東路、新滘中路前行，全程
約100分鐘。

河源東江國家濕地公園：從深圳灣口岸出
發，經南坪快速進入水官高速、瀋海高
速、長深高速，離開高速後沿Y477前進
即可，全程約2小時45分。

肇慶星湖國家濕地公園：從深圳灣口岸出
發，進入廣深沿江高速，經莞佛高速、廣
澳高速、廣州繞城高速、廣昆高速到紫雲
大道，經世紀大道、硯都大道、星湖大
道、獅崗北路後抵達，全程約2小時30
分。

湛江雷州九龍山紅樹林國家濕地公園：從
深圳灣口岸出發，進入廣深沿江高速，先
後經過莞佛高速、廣澳高速、珠三角環線
高速、深羅高速、瀋海高速，離開高速後
沿省道前行，全程約6小時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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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天氣如

同 淘 氣 的 孩

子，一秒鐘前還是直射的陽光和發燙的大地，

讓走在街上的人感覺自己馬上就要融化；轉眼

間卻是傾盆大雨隨風而至，將人淋成了“落湯

雞”，讓人煩躁不已。這時候，到那些避暑納

涼的寶地休憩，在清涼幽爽且顏值爆錶的國家

級濕地公園中，隨時感受“地球之腎”的呼

吸，放飛心情，是最適合不過的周末活動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廣東報道

在廣州海珠湖國家濕地
公 園 （ 簡 稱 “ 海 珠 濕
地”），遊客可以漫步於湖
畔柳蔭，觀魚賞荷，感受北
宋理學家周敦頤筆下“可遠
觀而不可褻玩焉”的意境；
或是在古碼頭乘船尋訪嶺南
古老的印記，追尋千年商埠
的足跡；還可以在仿古的庭
院建築下觸景忘情，品味嶺
南文化的獨特魅力。

水網交織綠樹婆娑
海珠濕地位於海珠區東

南部，廣州城市新中軸南
端，東起珠江後航道，西至
廣州大道南，北起黃埔涌，
南至珠江後航道，主要包括
萬畝果園、海珠湖及相關河
涌39條，總用地面積869公
頃，水域面積達377公頃，是
廣州市城區重要的生態隔離
帶，被譽為廣州“南腎”，

與“北肺”白雲山一起構成
廣州主城區的兩大生態屏
障。如果從空中鳥瞰，海珠
湖國家濕地公園就像是鑲嵌
在城市中心的碧玉，水網交
織，綠樹婆娑。其實，它是
全國特大城市中心區最大、
最美的國家濕地公園，恰好
與廣州塔、體育中心形成一
條直線，湖區、果園組成了
廣州市中軸線南段的“生態
綠軸”，是名副其實的廣州
“綠心”。

有趣的是，海珠濕地還
是典型的三角洲城市湖泊與
河流濕地，呈現了河涌交
錯，海湖相通，江渚密佈，
溝澗曲折的獨特濕地景象。
其內水域每天“潮起潮
落”，構成了以湖泊、河
流、沼澤、果園與河涌水網
融為一體的三角洲複合濕地
生態系統。

得天獨厚的河網和幽深
恬靜的果林為魚、鳥等生物
營造了極佳的生境。眾所周
知，基塘農業是嶺南地區古
老而獨特的農業文化。海珠
濕地現存果林約一萬畝，盛
產荔枝、龍眼、楊桃、黃
皮、香蕉、芒果、番石榴、
番木瓜等嶺南佳果，其中石
硤龍眼、紅果楊桃、雞心黃
皮、胭脂番石榴等十多種名
優果品名揚中外。

公園目前開放了海珠
湖、海珠濕地一期和海珠濕
地二期三部分，遊人可充分
領略“水鄉、花鄉、果鄉”
的濕地特色風貌。
地址：廣州市海珠區

新滘中路龍潭村

開放時間：
上午9時至下午5時，每逢星
期一閉園（節假日順延）。

東江水是香港主要的淡水水源。
上世紀60年代初期，香港曾經歷過相
當長時間的旱情，當時香港供水相當
緊張。自1965年起，香港從廣東省輸
入東江水，為香港提供一個穩定的食
水供應，支持香港民生和經濟發展。
經過多次供水量的提升，如今香港已
有七至八成的食用水供應來自東江
水。

東江發源於江西省尋烏縣，逶迤
進入南嶺南端東源縣蘇家圍後，河流
寬展，支流匯集，自然沖積淤漲出秀
麗的江心沙洲群：由於下游木京電站

蓄水水位抬升，蘇家圍一帶原河漫灘
進一步形成了大小形狀各異的沙洲和
水下淺灘，河流濕地與洲灘濕地互
存，形成了典型的“河流—庫塘—沙
洲”濕地複合體，為黿（鱉科動物）
等國家級珍稀保護生物提供了良好的
棲息環境——這裡就是東江國家濕地
公園的中心地帶。

東江國家濕地公園地處廣東省東
源縣境內，公園總面積為776公頃，
自然濕地面積546公頃。園內沙洲、
漫灘交錯，江心的沙洲群獨具特色，
草本沼澤和灌叢沼澤風景綺麗，動人

心神。置身其中，可以深刻地感受
到：幽深的河流濕地風光與自然景觀
融為一體，秀麗的沙洲濕地風光與客
家文化風景渾然天成。

東江濕地公園10餘公里江段，江
水碧波蕩漾，兩岸生長着亭亭玉立的
粉單竹、樹型秀麗的勒仔樹（光英含
羞草）；江中數十個大小形狀各異的
沙洲島嶼，蘆花飄蕩，白鷺橫飛，形
成一道秀麗的景觀，宛如一幅山水畫
卷。因此，到東江國家濕地公園遊
覽，可以在東源縣城木京村乘坐遊艇
沿江直上，觀賞東江沿河兩岸的翠竹

林和江景秀色，領略“船在水上走，
人在畫中遊”的詩情畫意。

地址：河源市東源縣城至該縣
義合鎮蘇家圍景區河段

開放時間：全天

2007年12月19日，經國家建
設部批准，廣東肇慶星湖國家濕地
公園正式掛牌成立，成為中國首個
國家濕地公園。

星湖濕地公園位於廣東省肇慶
市區北側。星湖濕地公園是一處典
型的岩溶湖泊型濕地，現有湖泊面
積達 650 多公頃，其湖體形態自
然，岸線優美，岩溶地貌景觀獨
特，湖中有七座熔岩山峰錯落分
佈，山水融為一體，自然風光絢
麗，是中國亞熱帶最具典型性和代
表性的岩溶湖泊濕地。

星湖濕地公園內常見植物種類
約有100科屬，其中岩山適生植被
形成獨特的峭壁森林，古榕盤根附
石，有溫潤之氣，蒼翠欲滴。

七星岩的岩山、土崗適合於鳥
類棲息，主要有雉、斑鳩、斑鴿、
鵪鶉、鵲、相思和麻雀等鳥類約
180餘種。湖面候鳥種類較多，主
要有白鶴、游雞等。更值得一提的
是，這裡還成功引種和繁育丹頂
鶴、火烈鳥等國家重點保護鳥類，
是南方的觀鳥天堂，僅“濕地之
神”丹頂鶴有40多隻，是嶺南著名

的丹頂鶴野外繁育基地、野生鳥類
觀賞地和環境教育基地。
地址：肇慶市端州區仙女湖
開放時間：全天

廣州海珠湖國家濕地公園：
鑲在城市中的碧玉

肇慶星湖國家濕地公園：岩溶地貌山峰錯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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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東江國家濕地公園秀麗的沙洲濕地風光與河源東江國家濕地公園秀麗的沙洲濕地風光與
客家文化風景渾然天成客家文化風景渾然天成。。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湛江雷州九龍山紅樹林國家濕地公園有湛江雷州九龍山紅樹林國家濕地公園有““生態生態
家園家園、、鳥類天堂鳥類天堂””的美譽的美譽。。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肇慶星湖國家濕地公園適合於鳥類棲息，
有約180餘種鳥類。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肇慶星湖國家濕地公園岩溶地貌
景觀獨特。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河源東江國家濕地公園江心的沙洲
群獨具特色，草本沼澤和灌叢沼澤風
景綺麗。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海珠湖吸引大批市民海珠湖吸引大批市民
遊客前往觀賞乘涼遊客前往觀賞乘涼。。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廣州城市風光與嶺南水鄉景色在海珠湖融為一體廣州城市風光與嶺南水鄉景色在海珠湖融為一體。。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攝

港澳生活匯

我走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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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晚，伊能靜在微博曬

出老公秦昊陪女兒秦米粒過壹周歲

生日的照片，而伊能靜因為陪大兒

子去歐洲旅遊未能陪伴在旁。配文

稱：“生日快樂！我們的大寶貝！

抓周這是要當女富豪的節奏？希望

妳壹直笑的沒心沒肺眼睛瞇成壹條

線！米粒寶，媽媽愛妳，並且會永

遠愛妳。”

照片中，秦昊抱著女兒秦米粒

壹起切蛋糕，秦米粒身著粉色裙子

，笑眼彎彎，她也在抓周中抓到了

計算器、金元寶和印章。網友對此

紛紛送上祝福：“哇塞，米粒比節

目裏長大啦好多呀，越來越漂亮啦

！”、“祝米粒生日快樂，米粒媽

跟米粒爸永遠幸福”。

小禎承認與李進良復合 想搬回老公家等胡瓜點頭
據臺灣媒體報道，藝人小禎（胡盈禎）

和老公李進良分居5年，最近夫妻感情回溫

，並透露被老公要求搬回家住，還想拼生第

二胎。面對外界祝福，她27日受訪時坦承

兩人已經復合，老公更因為女兒Emma改變

多情個性，現在就等老爸胡瓜點頭搬家。

據報導，小禎發表新書《遊樂園》，內

容雖然沒提到老公李進良，不過體諒對方真

的很忙，並透露“他下班會回家陪Emma睡

覺，也會早點回家陪小孩”，女兒壹星期會

有幾天住在男方家，笑談父女互動“她爸語

重心長地說“Emma真的很像年輕時候的我

”。”小禎和李進良討論生第二胎時，還被

對方堅持只接受生兒子。她患有多囊性卵巢

癥候群，體重激增變成圓潤身材，日前還被

診斷有子宮肌瘤，所幸不影響生育，“我壹

周運動3次，現在只求健康，身材其次。”

她受訪時全程喊丈夫“我老公”，可見夫妻

感情越來越甜蜜，有關小模田欣曾被拍到進

出老公整型診所，回應“阿良現在真的不敢

，因為他女兒會去看新聞……我自己其實是沒什麽感覺。”事後公婆還特地打電話來道歉，自己也為此感到不好意思。

除此之外，小禎坦言不知道怎麽面對老爸胡瓜，搬回家前，打算先帶老公李進良先去見爸爸。爸爸之前腎結石急診開刀，她透露

老公私下都有安排、很關心爸爸的病情，但是卻沒有在對方面前說出口。夫妻神復合被外界看好，李進良態度低調僅回應“家務事。

”而胡瓜的反應仍令女兒小禎非常在意，近日錄影時松口得知此事，並說不會為此生氣，“李醫師如果好好照顧我女兒，有什麽比小

禎幸福更重要？”當他被問及會不會覺得女兒傻，則回答“癡情吧。”

近日，有網友PO出幾張霍建華在成都為新片路演時，
和粉絲互動拍照的照片。萬萬沒想到，壹個熱情的成都妹子
突襲摟住華哥的腰，並成功合影。

照片被曝出後，令網友們羨慕不已：“這抱抱是怎麽做
到的”、“媽媽咪呀，好羨慕”、“好想知道華哥當時心裏
想的是什麽”、“真是賺到了啊，妹子也是厲害了”。

賈靜雯曬小女兒正面照
再造謠bo鈕會生氣哦

賈靜雯6月28日在微博曬出女兒bo鈕的正

面照，小可愛躺在沙發上若有所思的樣子十分

可愛軟妹。

近日，有爆料稱賈靜雯被傳，她讓Bo鈕循

二女兒模式，登內地親子真人秀，但等了3個

月沒有邀約，最後才公布小女兒樣貌。賈靜雯

也在微博中回擊：“現在某些有心的媒體人真

的很可悲，沒新聞就要自爆‘業界人士爆料’

，好心分享喜悅軒給大家沒想到還要掰出壹個

自覺“勁爆”的新聞來吸睛，我們Bo鈕是我們

家三寶中的小明珠，她除了擁有幸福健康與平

安快樂，其餘～啥也不缺！請不要再亂掰新聞

了 不然～Bo鈕會生氣喔。”

羅誌祥模仿女友神撞臉羅誌祥模仿女友神撞臉
大眼翹鼻傻傻分不清大眼翹鼻傻傻分不清

羅誌祥日前在微博曬出壹組自拍，模仿女友周

揚青的表情，還戴上同款眼鏡，與女友神撞臉。

他大雙眼皮高鼻濃眉大眼的，再穿上帥氣衛衣

，分分鐘撞臉女友周揚清，網友大呼傻傻分不清。

羅誌祥不忘配文:“這是壹個神似賣家秀的買家

秀。”並@女友。而周揚青也在微博下評論:“仿佛

看到了我自己。”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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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戰湘江》動用兵力7600余人拍成
拒絕綠幕 是用炸藥和汽油轟出的戰爭片

紀念建軍90周年和獻禮黨的

十九大的戰爭電影《血戰湘江》將

於6月30日在全國院線公映，今日

主創在京舉辦發布會，透露臺前幕

後的拍攝艱辛。電影全程實拍，無

綠幕特效，共動用兵力7600余人

次、群眾演員35000余人次，使用

炸藥逾2噸、油料逾80噸，力求真

實還原當年的湘江血戰。

電影講述了83年前紅軍付出

巨大犧牲血戰湘江的故事，湘江戰

役是中央紅軍長征時是戰略轉移以

來最慘烈、最關鍵的壹仗，也是壹

場嚴峻的生死考驗。電影由《周恩

來的四個晝夜》、《海棠依舊》導

演陳力執導，演員包括王霙、保劍

鋒、徐箭、董勇、孫維民、耿樂、

張壹山、陳創、王大治等。其中，

王霙飾演的毛澤東為挽救中國革命

疾呼奔走，保劍鋒飾演的陳樹湘為

保證紅軍助力順利渡過湘江英勇奮

戰，張壹山飾演的李天佑為了給大

部隊渡過湘江爭取最大的時間帶領

將士頑強死守，耿樂飾演的耿飈同

敵人肉搏血戰率領部隊向國民黨軍

設立的最後壹道封鎖線——湘江挺

進。

談及拍攝故事，幾位主演特別

激動。保劍鋒透露，因為影片實景

拍攝的硝煙戰場效果太足，也為了

更好的塑造硬漢形象，“煙熏妝”

是每日必擼的環節，而每天收工回

家卸妝洗澡變成壹項不可能完成的

任務，卸不幹凈索性不卸了，省了

時間不如睡覺。

張壹山被爆料在拍攝祭奠死去

的幾萬戰士的跪戲時，拒絕了導演

安排的替身，他說“頭可斷血可流

嗓子半日可封喉，自己的戲自己負

責，不給替身任何壹個出鏡的機會

”。

因為拍攝場面“太震撼”，保

劍鋒自曝每天醒著的時候都會耳鳴

，睡著的時候會做噩夢……王大治

則表示故事劇情紮心又感人，自己

看了很多遍電影，每看壹遍都會哭

，甚至看到片名出現就會有想流眼

淚的條件反射。

張歆藝導演處女作《泡芙小姐》定檔七夕
男主王櫟鑫談IP：如果不愛它，它就是個屁

由同名動畫改編的電影《泡芙小姐》宣

布定檔8月28日七夕公映，並曝光海報，這是

張歆藝的導演處女作，她表示第壹次做導演

很謹慎，自己現階段能hold住的題材就是愛

情戲。而談及 IP話題，男主王櫟鑫直言：

“IP這個事情，妳愛它，它就好；不愛它，

它真的就是壹個屁。”

《泡芙小姐》講述了“敢愛敢zuo”的泡

芙小姐（張歆藝飾）和“乖乖男”顧上先生

（王櫟鑫飾）在幾次短暫的相處後，很快成

為合法夫妻，從而展開了壹場真摯有趣的愛

情大冒險的故事。談及首次執導電影，張歆

藝表示：“對於壹個演員來說，我合作過很

多非常好的導演，每次經過監視器的時候，

我總是在想，他們為什麽能坐到這個位置上

去？他們的優秀之處在哪兒？每次想完之後

都覺得自己是不夠的。但是因為我太喜歡

《泡芙小姐》這個故事了，所以真的機會來

到身邊的時候，我是不太敢相信的。所以妳

知道作為壹個完美的愛情狂，有壹個夢出現

了，還有人幫助妳造這個夢，再把它完美地

實現，這個過程是非常奇妙的，我不知道自

己上輩子做了什麽好事，總是這麽幸運被這

麽多人愛著。”

張歆藝表示做演員比較感性，有些情緒

化，但回歸到導演的角色裏就有點沖突，要

變得理性、克制，這個過程特別刺激。而她

也受到原動畫作者皮三的認可，皮三稱張歆

藝“有很多腦洞的東西在”，聊完就跟制片

人說“她非常靠譜”。現在娛樂圈流行壹句

話“是個人都可以當導演了”，王櫟鑫談到

這個話題時為張歆藝發聲：“現在中國的演

員，多大的腕兒，誰有把握、有能力說自己

能帶動壹部戲的票房嗎？沒有人敢說這樣的

話。我回應壹下張歆藝當導演這件事，特別

誠懇地跟觀眾說，好不好，先去電影院看，

別沒看的時候就先說不好，作為壹個參與者

，我很真誠地說壹句，張歆藝非常會導，而

且導得非常好，如果不好，我來給妳買單。

”《泡芙小姐》這場發布會取名叫“史上最

敢問敢答”發布會，現場主創還豪氣喝酒、

挑戰“大尺度”提問， 眾位“老司機”毫無

節操的爆料引得現場尖叫連連。比如男女主

壹場吻戲拍了兩天，張歆藝透露“卡在角度

、姿勢、力量”上，王櫟鑫卻還在回味：

“從第壹條到最後壹條都很有感覺。”

《哀樂女子天團》終極預告海報絢爛曝光
殯葬少女逐夢獨白 哭喪姐妹花亮相北京首映

愛奇藝的網絡大電影《哀樂女子天團》28日在

京舉行了首映禮，導演桑木天、劉博文與主演楊小蘭

、陳潔怡、尹菲、葉禹含、譚誌玲出席並分享了拍攝

心得。活動現場首曝影片“放歌版”終極海報與“唱

響版”終極預告。6月30日，《哀樂女子天團》將在

愛奇藝獨家上線，真情開唱。

發布會現場，“放歌版”終極海報首次曝光，哀

樂女子天團五位少女青春洋溢的笑容加上無所忌憚的

活力模樣，可謂十分光芒耀眼。主唱山山（楊小蘭飾

演）手彈電吉他，和四名成員劉翠（尹菲飾演）、

LEO（陳潔儀飾演）、宮芯（葉禹含飾演）、春花

（譚誌玲飾演）在漫天飄散的紙錢中開懷放歌壹曲，

與影片的哀樂主題巧妙呼應。

雖置身於殯葬花圈旁，女生們卻神采飛揚，如此

強烈的反差為影片營造了神秘獨特的氣質，別樣的花

樣青春令人愈加期待。

同日發布的“唱響版”終極預告則透露出殯葬少

女的曲折逐夢之路。心懷舞臺的女生樂隊，面對艱難

的漫漫前路，她們將如何抉擇？預告片中那輛印著

“出入往生”的面包車搖搖晃晃，盡顯荒誕奇妙之感

，穿插哭喪姐妹花熾熱的舞臺表現，讓人不禁感嘆將

殯葬業與青春夢想組合的神奇腦洞。

首映禮當天，五位清麗活潑的少女組成FTGirls

組合，以獨特的方式亮相與觀眾

打招呼，並各自分享了自己的逐夢獨白，元氣活

力彌漫現場，受到觀眾熱烈反響。現場兩位青年導演

也不甘示弱戲稱自己為FTBoys，並表示雖第壹次合

作，但配合默契，還透露生活中兩人性格互補，所以

拍攝過程非常“和諧”。

另外， 在影片中客串殺馬特的霹靂爺們兒二哥

更驚喜現身，上演了壹段freestyle的殺馬特舞蹈，並

現場教授女子天團的少女們殺馬特舞步，全場海爆，

將活動推至高潮。

據悉，《哀樂女子天團》將於6月30日在愛奇藝

獨家上線，影片已在上海、北京的高校及影院提前點

映。

對此，導演桑木天透露，拍攝《哀樂女子天團》

，是希望賦予電影治愈的能量，通過清新細膩的風格

以及能引起共鳴的故事帶給觀眾獨特的觀感，給正在

追夢的同齡人帶來力量與慰藉。

90後的劉博文導演則表示，自己是日本導演

［是枝裕和］的小迷弟，在創作的時候都以是枝裕和

為標桿，每壹幀畫面都力求具有溫和的力量。“好電

影要又美又溫暖又充滿力量”。

日本名導三池崇史將拍首部華語片
中國原創劇本 《不良人的遊戲》概念圖曝光

日本導演三池崇史將執導

首部華語電影《不良人的遊戲

》，影片劇本由中國原創，講

述了在架空世界當中，三股勢

力爭奪長安城控制權的驚險故

事，是壹部古裝反烏托邦古裝

動作題材電影。

記者從制作方處獲悉，三

池崇史在接到了中方的邀約、

看完劇本之後欣然答應了合作

請求。由於手頭還要完成木村

拓哉主演的《無限之住人》，

以及經典漫畫改編電影《JOJO

的奇妙冒險》這兩個電影項目

，今年上半年，三池崇史才開

始籌備《不良人的遊戲》。

三池崇史不僅是日本著名

的Cult片大師，同時也能玩轉

通俗與市場化的商業電影，影

像風格備受全球電影人的追捧

。此次首次與中國片方合作令

人期待。

6月中旬，三池崇史已經

開始為《不良人的遊戲》進行

勘景工作。影片的部分早期概

念圖也於今日曝光。據悉該片

主要會在湖北襄陽拍攝，壹部

分外景則在日本京都進行拍攝

。制片人透露，《不良人的遊

戲》將在今年秋冬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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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30週年年會暨獎學金之夜在Marriott Westchase圓滿成功舉行
謝家鳳、葉宏志新舊會長在黃初平理事長監交完成交接儀式五百多中外人士親臨觀禮共襄盛舉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葉宏志會長和新會長謝家鳳交接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葉宏志會長和新會長謝家鳳交接、、由黃由黃
初平理事長監交初平理事長監交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葉宏志會長頒感謝獎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葉宏志會長頒感謝獎
給鑽石贊助者給鑽石贊助者Crown Mark Inc.Crown Mark Inc.蕭素薰蕭素薰

德州第德州第77區參議員區參議員BetencourtBetencourt頒感謝獎給石山地產音樂獎學金贊頒感謝獎給石山地產音樂獎學金贊
助者伯尼麗香夫婦及兒子旭陽助者伯尼麗香夫婦及兒子旭陽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葉宏志會長頒感謝獎給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葉宏志會長頒感謝獎給20162016--20172017幹部幹部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黃初平理事長頒發感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黃初平理事長頒發感
謝禮物給前理事長劉秀美謝禮物給前理事長劉秀美

20172017年獎學金得主與贊助者和獎學金召集人鄭大展合影年獎學金得主與贊助者和獎學金召集人鄭大展合影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前會長洪良冰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前會長洪良冰、、廖玉祥夫婦廖玉祥夫婦、、新任會新任會
長謝家鳳長謝家鳳、、黃志強夫人黃志強夫人、、及遠道而來殷葦婷及遠道而來殷葦婷、、張滌生夫婦歡聚張滌生夫婦歡聚
一堂一堂．．

餘興節目莊雅淑主任餘興節目莊雅淑主任、、新任會長謝家鳳新任會長謝家鳳、、黃敏境處長夫婦黃敏境處長夫婦、、張筱蘭張筱蘭、、張廖莉張廖莉
娜娜、、大專校聯會合唱團大專校聯會合唱團、、黃初平理事長等登台謝幕黃初平理事長等登台謝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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