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英國報章《世界新聞報》報道，39歲的
佳烈治在上周並沒有與娜姐一同到美國，出席

太太登上搖滾名人堂的儀式，因而令到兩人婚姻出現危機
的傳聞更加熾熱。一位消息人士透露，「他們夫婦兩人(感情)已經
完結了，但兩人的關係仍然十分友好。他們只是不再愛對方而已。」

今後將各行各路
該消息人士又表示，兩人將會各行各路，「麥當娜會為新專輯《Hard

Candy》繼續工作，而佳烈治正努力嘗試專注於電影上，所以兩人會走不
同的路徑。」據知，佳烈治沒有出席娜姐視為重要的名人堂儀式，是因為
對與娜姐一同出席公開活動，已經沒有以前那樣有極大的興趣。此外，平
日愛與娜姐一同到酒吧消遣的他，現在則變成與好友Guy Pelly及Piers Adams
一同外出。

娜姐擬返美定居
對於兩人的各行各路，朋友們都顯得十分擔心，不過據知兩人目前仍會把消息

隱藏起來，直至18個月後才會把離婚的決定作公佈，而娜姐其後亦會與女兒
Lourdes、兒子Rocco及養子David搬回紐約居住，而佳烈治則會繼續於英國居住。
有消息人士表示，「娜姐已吩咐工作人員執拾行李。」另外有朋友指，娜姐正與

自己的公關團隊討論她的移居對個人事業的影響。
雖然傳出婚變傳聞，但似乎未有影響麥當娜的事

業，事關她最新的單曲「To Save The World」將會在
周一的洗髮水廣告中作首播，據知，今次娜姐的酬勞
高達500萬鎊(約7900萬港元)，當中包括其形象及歌曲

《Ray of Light》在廣告中的使用權。

與米路吉遜密會兩小時

《色慾都市》女主角莎拉謝茜嘉 嘉日前出席Sho Westt電影市場展
領獎時，應媒體要求回應新戲問題。她透露電影再不會重新播映太多
以前幾季的畫面，因為預計觀眾在入場前已了解節目及四位女性。她
又表示拍攝時最好的部分是開拍首日所有人又聚在一起，「這真是一
個好時刻，是一年中最完美及最浪漫的時刻，能夠再有機會聚在一起
重新做一次，真的十分興奮。」

另外，IMAX前日宣佈即將在11月21日公映的《哈利波特與混血王
子的背叛》將會提供IMAX版本，據有關方面表示電影將會和《哈利

波特：鳳凰會的密令》一樣以IMAX
3D作播映。另外，7月18日公映的

《蝙蝠俠：黑夜之神》亦會有IMAX
版本。 ■文：龜子

■莎拉謝茜嘉
嘉拍《色慾

都市》電影版
感愉快。

資料圖片

■茱芭莉摩亞傳與男友快將結婚。
資料圖片

前「披頭四」成員保羅
麥卡尼最近可謂雙喜臨
門，除了與前妻Heather
Mills的離婚官司，以2500
萬鎊(約3.92億港元)贍養費
作完結外，他將再次榮升
為外祖父。事關他的大女
兒Mary預計將於7月與導演
新男友Simon Aboud誕下首
個愛情結晶品。據消息人
士透露，「儘管兩人仍未
知道嬰兒性別，但兩人已
經十分開心。」事實上43
歲的Mary與任電視監製的
前夫Alistair Donald已育有
兩名兒子，今次為Mary的
第三名孩子。 ■文：龜子

憑 《變形俠醫》而為人熟
悉的澳洲籍男星艾力賓拿，在
最近一期雜誌《GQ》訪問
中，批評一手捧紅他的恩師台
灣導演李安。在訪問中，他表
示當時拍攝電影時，自己無法
感受及與角色融合，而且李安
亦沒有教導他如何演繹，只是
讓他同一幕戲演出140次。他
更說，李安拍攝《變形俠醫》
時，沒有人明白他在做甚麼，
更指電影似足一個實驗室樣
本。其後他又表示當時兩人的
合作猶如惡夢一樣，自己當時
因為電影感到很大壓力，經常
發惡夢。 ■文：龜子

荷里活女星茱芭莉摩亞與男友Justin
Long可謂愛得火熱，雖然兩人只是在去
年8月才墮入愛河，但據知兩人已計劃結
婚，因為兩人在墨西哥找尋婚禮舉行場
地。事緣兩星期前Justin向茱芭莉摩亞送
上度假村包裝行程，作為女友33歲的生
日禮物。有消息人士透露兩人在度假村
內一起按摩而且做瑜伽。據知該度假村
以主辦婚禮出名，而茱芭莉摩亞亦曾詢

問過在夏天舉行私人婚禮的價錢，所以
傳出兩人打算結婚。

講開喜事，早前傳出懷孕的前奧雲韋
遜女友姬蒂赫遜，日前在邁阿密海灘以
比堅尼示人，用行動證明自己沒有懷
孕。而對於有傳因為片商嫌她身材不夠
玲瓏浮凸，所以替她在海報的造型上加
工，她則坦言無所謂，只希望趁年輕好
好大騷身材。 ■文：龜子

茱芭莉摩亞傳好事近
詢問婚禮場地價錢

Britney獲教

艾力賓拿

批評李安欠指導

■艾力賓拿稱與李安合作
猶如惡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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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麥卡尼將再榮升為外
祖父。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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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里活有性感
女神稱號的彭美
拉，近年甚少在
幕前演出，把工作
重心移到魔術表演
上。前日她與荷蘭
魔術師及幻覺派
的 藝 術 家 H a n s
Klok，一同在德國
柏林一個電視節目

「 Willkommen bei
Carmen Nebel」上
表演魔術。當日身穿
吊帶低胸裙被拍檔升
至半空中的她，絲毫
沒有緊張。依舊性感
非常的她，在完成表
演後更以十分有魅
力的眼神向觀眾表
示謝意。

■文：龜子
圖：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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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是白色情人節，一向都有
慶祝這個節日的韓國，則在當日於
首爾蠶室室內體育館舉行了一個名
為「白色情人節音樂會」，當日出
席 的 歌 手 包 括 少 女 時 代 、 S G
Wanna Be、Eru以及男子組合Paran
等。而一向以勁歌熱舞見稱的少女
時代，當然少不了為觀眾表演拿手
絕技。雖然今年的白色情人節要在
工作中度過，但9位小妮子卻表現
興奮，或許是因為有其他成員們作
伴，所以才不致感到形單隻影吧！

■文：龜子/圖：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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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謝茜嘉嘉感興奮

神話Eric

望3年後結婚

應付傳媒秘技

■Britney被發現與米路吉遜見面，過
程愉快輕鬆。 資料圖片

■麥當娜與老公傳
出將各行各路，娜
姐更會帶兒女回紐
約定居。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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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當外祖父
保羅麥卡尼

美國天后麥當娜與導演老公佳烈治結婚8年，出席公開

場合都有影皆雙，娜姐更為丈夫搬到英國居住。不過當

娜姐在上周一出席榮登搖滾名人堂的儀式上，卻未見佳

烈治在現場與娜姐一同分享這個重要時刻，因而傳出兩

人婚姻亮紅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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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美國過氣天后Britney Spears，昨日被發現與米路吉遜一同共晉晚餐，共交談
了近兩個小時，難道兩人有新的合作計劃？非也，非也。兩人之所以會聯合
在一起，是因為Britney父親Jamie的律師Blair Berk
正好是前年米路因醉駕被捕時的代表律師。

有消息人士透露，Britney與米路今次見面的談話
內容，主要是圍繞如何去處理負面的媒體，「他
知道Britney經歷過甚麼處境，他向『小甜甜』提供
忠告，如何不讓那些媒體破壞個人的生活。」事
實上，在06年時，他就曾經公開討論過Britney，對
她表示同情，更稱讚她是一個好女孩。

另一位新聞女王Paris Hilton則與好友Nicole
Richie出席兩人男友Madden兄弟的時裝活動時表
示，她將會跟隨男友到南非，因為其男友Benji的
樂隊將會在下周舉行巡演。她又稱很開心兩人在
一起，無論到哪裡都是好時光。 ■文：龜子

■米路吉遜在荷里活打
滾多年，應付負面新聞
可謂駕輕就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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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成員之一的Eric(見圖)
日前在KBS 2TV「藝人轉播」
節目中公開了自己的廣告拍
攝場面。相比其他女模特，
Eric顯得緊張。Eric表示一來
太久沒有拍廣告，二來自己
和美女一起拍攝，就會變得
很害羞。當被問到30歲最想
做的事情時，他坦言渴望結
婚。Eric還毫不隱瞞地表
示：「因為要參軍，之後想
要遇到好的人。我希望3年
後遇到真愛，然後結婚。」
另外，神話將於29至30日，
舉 行 「 SHINHWA 10th
Anniversary live in Seoul」的
演唱會，慶祝組隊10周年。

■文：Ivy

■娜姐上周榮登搖滾名人
堂，佳烈治卻未有現身見證
娜姐的重要時刻。 資料圖片

一個民族的文化，凝聚 這個民族對世界和自身的歷
史認知和現實感受，積澱 這個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
和行為準則。今年1月份，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常委、
宣傳部部長楊春光在寧夏宣傳文化系統領導幹部專題學
習班上強調，在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興起寧夏
文化建設新高潮上求飛躍，要 力打造以回族文化為主
體的多元文化、紅色經典文化、以「兩山一河」為代表
的大漠黃河生態文化等寧夏「九大」類型文化。

以回族文化為主體的多元文化
寧夏是中國重要的回族聚居地，回族人口佔全區總人

口的三分之一，全區有大、小清真寺3000多座，被稱為
中國的「穆斯林之鄉」。從盛唐時期的回鶻，到十一世
紀伊斯蘭群眾的大規模遷徙，與當地各民族的融合，再
到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國務院批准成立寧夏回族自治
區，廣大回族同胞用自己的勤勞和智慧，不僅創造了豐
富的物質財富，也創造了珍
貴的精神財富。他們在長期
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創造
並流傳下來的飲食文化、服
飾文化、建築文化（如同心
清真大寺、永寧納家戶清真
寺等）、節日文化、婚喪文
化、宗教文化、文學藝術

（如回族花兒《吆騾子》、
《花兒本是心上的話》，踏腳
舞、《曼蘇爾》）等，極具地
域和民族特色，是中華民族
文化藝術寶庫中的重要組成
部分。

紅色經典文化
寧夏是革命老區，有 深

厚的紅色文化底蘊，留有許
多珍貴的歷史遺跡。紅軍長
征及三大主力勝利會師的將
台堡、六盤山長征紀念館、
1936年豫海縣回族自治政府
成立大會舊址、預旺堡西征
紅軍總指揮部舊址等等，還
有一些書籍、照片、標語、
武器和生活用具等各革命時
期的珍貴文物。特別是毛澤
東帶領中國工農紅軍翻過六
盤山後留下的千古絕唱《清
平樂．六盤山》，不僅為六盤
山增添了一處永久性的紀念
景觀，而且為後人留下了一
筆豐厚的文化遺產。發展

「紅色」旅遊，開展革命傳統
教育，有計劃、有步驟地開
發利用紅色文化，不斷提高
整個紅色文化產品的吸引
力、感染力。

絲綢之路文化
寧夏在絲綢之路上具有重要地位，眾多歷史文物、

古跡、壯麗的自然風光和多姿多彩的各民族風土人
情，直接影響了民族發展、文化凝聚的方式及特徵，
也吸引 來自世界各地的旅遊者。見證絲綢之路文化
交流與融合的須彌山石窟、古蕭關、開城元代安西王
府遺址和北周大臣李賢墓出土的鎏金銀壺等，擁有極
顯珍貴、極有特色、極具品牌的旅遊價值，其「唯一
性」與「互補性」的和諧統一，是不可替代的資源與
產品優勢。要通過打造絲綢之路文化，向全國、全世
界展示寧夏燦爛的文明歷史和與西方文明交融交匯的
文化成果。

以「兩山一河」為代表的大漠
黃河生態文化

寧夏地處西北內陸，北部賀蘭山脈拔地而起、直指蒼
穹，綿亙250公里，是寧夏平原的天然屏障。南部六盤
山巍然秀美、風景宜人。九曲黃河穿境而過，長達397
公里。大漠黃河孕育的富饒多姿的河套平原，先後崛起
了烏桓、犬戎、柔然、羌、突厥、契丹、党項等古老民
族。多樣、奇特的地理地貌，造就了寧夏獨特的自然生
態文化，為旅遊業發展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如六盤山風
景區、沙湖風景區、星海湖風景區、黃河生態保護區、
沙坡頭生態旅遊區等，全國十大類旅遊資源中，寧夏有
八大類。大漠風光、黃河文明、湖泊濕地，共同構築了
寧夏多姿多彩的旅遊資源，不僅為文藝創作和生產提供
了豐富的元素，也為宣傳寧夏創造了良好條件。

古人類遺址和古生物化石文化
寧夏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在3萬年前的舊石器

時代就有人類在此繁衍生息。秦代時屬北地郡，秦軍
在此屯墾戍邊，抗擊匈奴。漢代時又分為朔方和西涼
刺史兩部。唐代時屬關內道。因此，境內存有大量的
珍貴文化遺存，目前已發現的文化遺存近10萬處，其
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8處，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
單位104處，館藏文物6萬餘件套。如：侏羅紀晚期、
白堊紀早期的靈武南磁灣恐龍化石，亦稱為「中國龍
化石」；舊石器時代的「水洞溝遺址」，新石器時代的

海原「菜園遺址」；人類原
始造型藝術之稱並被列入世
界遺產名錄的賀蘭山巖畫。
這些極其寶貴的文化遺產，
具有很高的藝術研究價值。

邊塞軍旅文化
寧夏是歷史上的軍事重地，

交通樞紐，固原有「據八郡之肩背，綰三鎮之要膂」之
說。一些在歷史上曾經蕩氣迴腸的民族英雄、才華橫溢
的文人騷客，如秦朝大將蒙恬，漢朝大將衛青、霍去
病，宋代大臣韓琦、范仲淹等等，都與寧夏有 不解之
緣。蒙恬築長城，「以河為塞」，禦匈奴七百餘里；民
族英雄岳飛「踏破賀蘭山闕」的壯烈情懷；范仲淹指揮
的悲壯的好水川戰役，創作出「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
雁去無留意」的優美詩句；紅軍時期湧現的騎兵師長馬

青年和馬思義等一批英雄
人物，既是回族人民的優
秀兒子，又是黨的事業中
堅等等。這些重要的人文
資源，都是推動寧夏文化
大發展大繁榮的堅實基
礎。要借助這些名人、名
事，進行藝術創作，努力
推出一批深受人民群眾歡
迎的精品力作。

民風民俗文化
寧夏民俗文化源遠流

長、底蘊深厚，民俗、民
族、民間及其相互交融的
東西非常多。隆德泥塑、
剪紙、雕刻，平羅農民
畫，固原皮影戲、六盤山
花兒、寧夏坐唱，同心清
真大寺、永寧納家戶清真
寺等回族建築，還有小吃
牛羊雜碎等，都是寧夏本
源文化的活化石，傳遞
這一塊地域上民族文化的
根脈。對這些，一方面要
加強對全區民風民俗的收
集、挖掘、整理、搶救、
研究和保護。另一方面，
要開闊思路，通過舉辦民
俗活動、開展藝術創作等
方式，進行產業開發，達
到推進民情文化研究與經
濟發展的有益結合和相互
促進。

西夏遺存文化
西夏遺存文化是中華

民族古代文化的重要一
部分，它是以党項族文
化 為 中 心 的 多 民 族 文

化，在其為隋、唐和宋前期藩將的漫長歷史中，兼收
並蓄隋唐宋文化的藝術成就，廣泛吸納吐蕃及西域各
民族文化內容並加以創新發展，形成了別具特色的西
夏文化，被列入「國家自然與文化雙遺產名錄」。其西
夏王陵不僅吸收了秦漢以來，特別是唐宋王陵之所
長，同時又受到佛教建築的影響，將漢族文化、佛教
文化與党項民族文化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還有國家重
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海寶塔、承天寺塔建築遺址等等，
構成了我國陵園建築中別具一格的形式。研究西夏遺
存文化，對於了解12世紀前後中國的經濟、政治、軍
事和文化具有重要的價值。

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 星期六 ) 丙戌年九月廿一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 星期六 ) 丙戌年九月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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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首府銀川以優美風貌吸引 世界的目光

改革開放特別是自治區第九次黨代會
以來，在黨中央的親切關懷和民族區域
自治政策的指導下，寧夏經濟得到長足
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改善，基礎設
施逐步完善，發展後勁明顯增強，改革
開放水平日益提高，黨的建設、思想政
治建設、和諧社會建設取得新成績，城
鄉面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以改革發
展為主線的成果文化，全面反映寧夏改

革開放以來波瀾壯闊的現實，生動表現回漢各族人
民群眾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偉大實踐和豐富的精
神世界，對於弘揚寧夏人民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
團結進步的民族傳統具有重大意義。

本報作為長期在寧夏駐站的港澳媒體，辦事處記
者在近幾年的採訪中，幾乎走遍了寧夏的山山水
水。在這塊地處西北的神奇土地上，不僅領略到

「塞上江南」、「魚米之鄉」的秀美與富足，更深深
吸引我們的則是華夏文明、深邃歷史所孕育出來的
別樣、特色的民族、民間等文化。我們切身體會到
寧夏確實有「小省區辦大文化」的信心和實力，而
寧夏也正在向世人展現並詮釋 「大文化」的多彩
魅力。正如楊春光常委所說，寧夏從3萬年前的水洞
溝文化起步，源遠流長。歷經北方草原文化、中原
農耕文化和西域商貿文化的交互影響沉澱，構成了
璀璨的寧夏地域文化。依托歷史、立足現實，尊重
過去、面向未來。同時要以50年大慶為契機，積極
推進文化和旅遊的結合，邊挖掘邊整合，邊創新邊
推進，大力開展「文化精品建設年」活動，大力推
進文化體制改革，加大文化事業投入，推進寧夏文
化產業大發展。

以
改
革
發
展
為
主
線
的
成
果
文
化

作為中國唯一的回族自治區，寧夏雖然是國土面積較小的省區之一，但卻有 悠久的歷史和絢麗多

彩的文化。近年來，寧夏黨委、政府始終堅持「小省區要辦大文化」的發展方向， 力打造寧夏特色

優勢文化。2008年是寧夏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開局之年，也是自治區成立50周年，自治區黨委、政府將

立足跨越式發展，繼續推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讓寧夏的文化「走出去」，吸引越來越多的港澳台同

胞及海內外各界友人了解寧夏，了解「塞上江南」，擴大寧夏的知名度和美譽度。

本報駐寧夏記者 王尚勇、郎宏偉 實習記者 黃穎

■寧夏六盤山紅軍長征紀念亭 ■古人類搖籃——水洞溝遺址

■寧夏在古絲綢之路上曾佔據重要地位 ■寧夏中衛沙坡頭兼具黃河與大漠魅力

■大型回族歷史舞劇《月上賀蘭》劇照 ■被譽為「東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

■楊春光向本報董事總經理仇學忠介紹寧夏發展情況

■寧夏擁有「中國長城博物館」之美稱

■寧夏楊氏泥塑《金陵十二釵造型》

海內外力推寧夏「九大」文化海內外力推寧夏「九大」文化海內外力推寧夏「九大」文化海內外力推寧夏「九大」文化海內外力推寧夏「九大」文化海內外力推寧夏「九大」文化海內外力推寧夏「九大」文化海內外力推寧夏「九大」文化海內外力推寧夏「九大」文化海內外力推寧夏「九大」文化海內外力推寧夏「九大」文化海內外力推寧夏「九大」文化海內外力推寧夏「九大」文化海內外力推寧夏「九大」文化海內外力推寧夏「九大」文化海內外力推寧夏「九大」文化海內外力推寧夏「九大」文化

■楊春光：
寧夏文化璀
璨繁榮，要

力 打 造
「 九 大 」 文
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