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美是人的天性。身材好，更是很多人所渴求，
為求能穿上苗條的漂亮衣裝，不少人不惜以瘦身減
肥去達到身材苗條。在芸芸能收到效果且費用又便
宜的產品中，保秀麗窈窕茶、減肥丸是一個不錯的
選擇。

保秀麗窈窕茶、減肥丸已有五十載歷史，是由瑞士

GMP大藥廠生產製造，並

通過香港標準及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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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不含西藥成

份符合各種安全

檢定，更獲得香

港衛生署中成藥註

冊，是信心的保證，加上售價相宜，行銷世界各地多

年， 所以一直廣受消費者歡迎。

飲茶是一種嗜好，坐下來喫一口茶，悠然自得，
既能享受兼能修身，這豈不是一個意外收穫。現在
保秀麗除了原味外，還增加不同修身配方的窈窕茶
來迎合更多人的口味。如果想修身，美白淡斑， 紓
鬱和氣，便要飲玫瑰美白窈窕茶；但除了修身之
外，又要紓緩豆豆、明目降火，那可要飲甘菊淨豆
窈窕茶；若你還想整腸宿便， 排毒纖腰修身，不如
飲檸檬草排毒窈窕茶。以上幾種，任君選擇，隨時
可以挑選到你的心頭所愛。既能迎合你的嗜好，且
能修身花費又不多，保秀麗各種窈窕茶相信會令你
有一個意想不到的修身效果。

Richard Mille宣佈推出—「RM成龍陀飛輪腕
錶」，這款別具一格的白金時計，是特別為日前在
北京舉行的成龍拍賣會而創製，用以資助偏遠地區
的兒童。

Richard Mille通過成龍的慈善組織─龍之心基金會
來支持成龍，是由於雙方之間親密的友誼，同時，
成龍的慈善事業在Richard Mille眼裡是非常值得的。
這款獨一無二的白金時計於拍賣會當晚拍得人民幣
550萬元，成為當晚的閃耀之星。Richard Mille對這
一結果十分滿意，拍賣腕錶所得善款將被成龍用於
他的龍之心基金會，繼續幫助偏遠地區貧困兒童援
建新學校，自2004年起，龍之心基金會已於內地陸
續建設20所學校。

RM成龍腕錶非比尋常，它結合了Richard Mille腕
錶的終極技術特性與強烈的象徵主題。慈善組織的
Logo被選中作為該作的焦點。Logo位於機芯的中
央，象徵成龍握 兩個孩子的手，從事他熱愛的慈
善事業。錶盤上的「成龍之心」字樣為中英雙語，
錶殼底蓋上刻有「成龍基金會」字樣。

十月這個時節的意大利藍青口肉質特別肥美鮮嫩，用
白酒混合Chervil烹調，芳香撲鼻而來，色香味俱

全；而聞名的布雲酥大蝦，廚師則以新鮮大蝦加入香蒜、
洋 、麵包屑和芝士烤焗，配以Cantina Vecchia Torre
Leverano Bianco 2009，DOC Puglia Italy白酒，簡直是完美
的配合。

法國巧手的香草牛油焗田螺和紅酒燴法國黃油春雞同樣
是叫人一試難忘的美饌。法國田螺鮮嫩可口，以香草牛油
烤焗，滋味滿足；而法國黃油春雞則需揀選重量550克至
750克的法國春雞，貪其入口最嫩滑，廚師以紅酒、
Taragon、洋 、乾 、煙肉和調味料先醃一天，先煎後
焗，是最地道的法式煮法，再配一杯Domaine Galetis
2010，VDP Languedoc，France紅酒，為豐富的晚餐畫上
了完美的句號。

正宗地道烹調 重現經典菜式
今個初秋，南灣海景酒店LIS行政總廚陳 慈師傅

（Sidney）精心設計的「法國意大利悠閒之旅自助晚
餐」，讓客人可以一次過品嚐至愛的法國及意大利地道

美食。陳師傅嚴格挑選及搜羅最新鮮最優質的食材，
以最正宗最地道的烹調法，將最愛的經典菜式重現眼
前，當然少不了香草白酒煮青口、布雲酥大蝦、紅酒
燴法國黃油春雞、香草牛油焗田螺等等，定必讓你大
快朵頤。

「法國意大利悠閒之旅自助晚餐」每晚還有其他超過30
款不同的國際美食，包括法式燒乳豬、意大利帕爾馬火腿
火箭比薩、法國海龍皇湯、法式羅蘭士撻、野菌鴨胸、布
雲酥慢燒羊膝及清湯牛尾等等。還有不可錯過令人垂涎三
尺的精緻甜品，包括法式泡芙、法式栗子蛋糕、法式蘋果
撻、覆盆子朱古力撻、朱古力燉蛋、意式芝士撻、意大利
黑醋士多啤梨及各款乳酪雪糕等等，還有即點即製的梳乎
厘及朱古力噴泉，令人回味無窮。

由即日起至11月30日到南灣海景酒店享用「法國意大
利悠閒之旅自助晚餐」可享8折優惠，惠顧客人更可以半
價品嚐精選的法國及意大利紅酒白酒。而成為南灣海景
酒店Facebook的粉絲，參加「法國意大利悠閒之旅自助晚
餐」之大比拚遊戲，更有機會免費與朋友一起享受自助
晚餐。

http://www.wenwei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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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灣海景酒店推「法國意大利悠閒之旅自助晚餐」

法國和意大利的悠閒浪漫氣息令人神魂顛倒，而兩

國獨特的地道美食同樣令人傾心，可以在同一時間，

品嚐兩地最具地道風味的經典美饌， 實是人生的一

大樂事。港島南灣海景酒店在今個初秋帶來充滿歐陸

情調的「法國意大利悠閒之旅自助晚餐」，讓客人可以

一次過品嚐至愛的法國及意大利地道美食。

■日前在北京舉行的成龍拍賣會上「RM成龍陀飛
輪腕錶」拍得人民幣550萬元

■紅酒燴法國黃油春雞

享受初秋歐洲地道風味

纖腰修身保秀麗窈窕茶 / 減肥丸幫到你

Richard Mille贊助龍之心基金會

■保秀麗各款窈窕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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鷺島黃金周 20花車巡遊

白茶益壽延年 百歲茶聖力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特約通訊員 雷順

號 福州報道）每早飲用一大杯白茶，可以清腦輕
身，益壽延年。這是百歲茶界泰斗張天福近日在
福建福鼎白茶文化福州推廣中心揭牌儀式上透露
的養生秘訣。

內地茶葉市場消費日趨多元化，白茶消費也悄
然升溫。近3年來，福鼎白茶在福建省市場的銷量

以每年40%的速度遞增，有望成為繼安溪鐵觀音、
武夷岩茶之後福建打造的又一個全國性茶葉品
牌。

據考證，福鼎白茶已有超過千年歷史。2010
年，它入選「中國世博十大名茶」，並相繼榮獲

「國家地理標誌證明商標」、「中國馳名商標」
等，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廈門報

道）國慶黃金周期間，廈門出動20部花
車進行環島巡遊熱鬧非凡。其中12個表
演方陣及新加入的4支境外表演隊，呈
現獨具特色的木偶戲曲、動漫卡通及
俄羅斯、東南亞等異域風情舞蹈。

據悉，2011廈門花車巡遊於10月1日
至6日晚分別在廈門6個行政區域進
行，以激情廈門、魅力廈門、開放廈
門、快樂廈門、輝煌廈門共5個篇章進
行主題方陣演出。部分花車設計以城
市為背景，並在花車設計中融入廈門
傳統風俗和文化，講述廈門經濟特區
30年的故事。

此外，還有60名來自全國各地的花
車佳麗助陣巡遊，與廈門市民和遊客
一同樂翻鷺島黃金周。

所謂靜態電影，就是採用一幅幅精彩
相片來講述故事。往往幾十張照片就能
表現一個故事。但是與一般寫真不同，
靜態電影中，劇本、服飾、演員、道
具，一樣都不能少。

據攝製組組長劉詩雨介紹說，根據網
遊取名為「新安當」的劇組目前擁有24
名成員，包括演員、編導、攝像、場
務、音樂製作等。與學校其他cosplay團
體不同的是，「新安當」的成員是清一
色的網遊愛好者。

台上15分鐘 台下半年功
這部靜態電影由20張圖片組成，後期

製作完畢後全長約15分鐘。但前期拍攝
卻足足用去半年多時間。從今年1月開
始，劉詩雨將從網遊中選定的7套服飾
細節全部畫出來，量好演員的服裝尺
寸，再交由服裝店做。「其中景天和雪
見的服裝，都是由十幾個部件拼起來
的，前後有二十幾道工序。」加上髮飾
和道具，前後便用去2個月時間。

到了拍攝階段，為了使畫面表現盡量
唯美，達到網遊中的魔幻效果，拍攝組
選擇的場景多是懸崖峭壁，或者是湍急
的河流，很多時候只能背 道具邊走邊
選景。

遊人諷「穿越」 劇組感不易
Cosplay在有些人眼裡就是一群穿 奇

裝怪服的人擺擺照型，拍拍照，與電影
沾邊更給不了解的人一種格格不入的感
覺。「新安當」成立初期也受過白眼。
由於裝扮誇張，劉詩雨和攝製組在景區
拍攝時，經常被遊客當作奇人來圍觀，
還常被嘲諷為是「穿越來的」。

組長劉詩雨說，這一路過來經歷了太
多辛酸，讓自己感觸最深的就是團隊合
作的氣氛，大家為了同一個夢想而努
力。

如今，經過3次拍攝，這部電影即將
殺青。拍攝組正在進行後期的視頻製作
和主題曲的創作。之後還將參與cosplay
舞台劇的表演。

閩生拍靜態電影重現經典網遊

香港文匯報訊 據《閩南日報》報道，據漳州市老齡
辦統計，今年當地共有209名百歲老人，其中的壽星冠
軍、109周歲的高營仔，如今已擁有五世同堂的幸福大
家庭。

詔安縣深橋鎮雙港村的高營仔育有兩兒三女，如今
最大的玄孫4歲。聽說記者來採訪，老人趕緊調整表
情，精神抖擻地對 鏡頭看，引得大家哈哈笑。家中
晚輩說，老人年輕時過得十分艱辛，為了生活，曾有
一段時間漂洋過海到新加坡給人當保姆。但她樂觀開
朗，心胸豁達，與鄰里的關係相處得很好。

重陽節到來，許多人上門看望高營仔，晚輩也從各
地趕回家，老人笑得既開心又滿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廈門報道）斥資6,000萬
元人民幣巨資打造的大型系列動畫《匯玄經典神話》
日前在廈門啟動製作，首部《媽祖傳奇》以兩岸熟知
的神話人物媽祖為主題，將於2013年正式登上銀屏。

據記者了解，這部系列動畫包括電視動畫12部以及
動畫電影3部，故事題材包括伏羲畫卦、太公釣魚、倉
頡造字等。其中52集的《媽祖傳奇》以宋代莆田湄洲
女子林默娘的生活軌跡為原型，講述林默娘為鄉親排
憂解難，以其智慧仁愛之心與龍王之子龍翔為首的惡
勢力進行鬥爭，並最終感化他們將其馴服的神話故
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志濤 福州報道）美輪美奐的人物造型和

場景是不少玩家挑選網絡遊戲的重要比較因素。來自福建師範大學

的一群學生，以靜態電影的手法、cosplay的精緻打扮

重現經典網絡遊戲《仙劍奇俠傳三》，頗有趣味。

■尖仔山村平日人跡罕至，郭金墘（左）和友
人林阿婆久別重逢，兩人聊得非常開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瑤瑛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瑤瑛 泉

州報道）夜幕剛剛降臨，福建晉
江尖仔山村的六旬老人郭金墘已
經洗漱完畢，準備上床休息了。
郭金墘是這座村莊唯一的村民，
為了守護祖宗留下的田地，她至
今未嫁，獨守村莊18年。

老人的生活很簡單，餵雞、餵
狗、做飯，吃完早飯，將雞舍中
的雞蛋和放在儲藏間中的生薑載
到附近的菜市場去賣，這是她唯
一的收入來源；午飯過後，她會
繞 尖仔山走一圈，然後回家做
晚飯，飯後看一會兒電視便早早
睡了，和晉江當地多姿多彩的夜
生活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土匪猖獗 村民遷走
眼下，尖仔山村只剩下郭金墘

的家和已經破落不堪的郭家祖
厝，其他地方則是雜草叢生。而
距離郭家不到1公里的另外一個村
莊，各種不同建築風格的小別墅
錯落而居。

郭金墘告訴記者，尖仔山村原
來並不是這個樣子，在最鼎盛時
期有300多名村民。「當時這邊有
很多土匪，經常來村裡偷牽牛
羊。」郭金墘的一個堂叔因為阻
止了一場土匪盜牛案，沒幾天，
竟遭到報復被打死了。

後來，土匪們變本加厲，什麼
都搶，村民不堪其擾，紛紛搬出
尖仔山，到了上世紀70年代，村
裡就只剩她和弟弟兩個人，郭金
墘的弟弟18年前突然去世，她便
一人獨守村莊至今。只有清明和
春節，外遷的村民才會回村祭
祖。

獨守空村 至今未嫁
老人告訴記者，因為家裡有17

個兄弟姐妹，早年家境不好，沒
人願意嫁到這裡，她的兄弟們都

搬到南安等地謀生，姐妹也都嫁了出去。有個哥
哥一直找不到對象，按照當時農村的風俗，年長
的兄弟姐妹如果未成婚，年幼的也不能結婚，因
此郭金墘的婚事一直被拖 。「年紀越來越大，
想找個是合適的對象已經很難了。」

1989年至今，整個尖仔山就只剩下郭金墘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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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浪嶼海浪造型花車別具一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葉臻瑜 攝

■為了表現網遊中的魔幻效果，拍攝地點大多條件惡劣。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漳州109歲壽星冠軍
樂享五世同堂

廈門啟動製作卡通媽祖

大話八閩

本 內容：神州大地 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