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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鄧麗欣（Ste-
phy）昨日出席《點滴是生命》宣傳活動，
分享她月前到青海玉樹山區小學進行的探
訪，Stephy現場親手弄製當地食物糌粑，希
望大眾關注當地學童的健康。
Stephy稱玉樹屬高山地區，幸她有到訪過

高山地區的經驗，沒有任何高山症反應，她
說：「今次行程逗留了4、5天，要和大隊睡
在營幕，睡覺時會聽到蛇蟲鼠蟻的叫聲，完
全體會到當地人的辛苦。」Stephy表示當地
人很缺乏衛生知識，很多時生病都不知道。
問到下次會否帶男友方力申同行，Stephy笑
道：「他有去過，不過沒有過夜，所以我比
他厲害。」至於早前生日的Stephy又如何度
過，原來她與方力申到新西蘭拍攝王祖藍的
旅遊節目《蜜月到訪》，至前日才返港。取

笑Stephy此行是預
支蜜月時，她即否
認道：「他就想，
可以慳不少，不過
我們都是半工作、
半娛樂，生日當天
因為不用開工，小
方訂了餐廳和大隊
一起吃飯，收到一
紮花也不知是他送
還是餐廳送。」
Stephy更埋怨男友
沒有任何表示，起
初以為小方怕人多
感害羞，留待返港才補送禮物，結果還是毫
無表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羅霖與陳玉
蓮昨日出席慈善團體香港復康力量的宣傳
活動，羅霖呼籲大眾接受傷健人士融入社
會，笑言傷殘總比腦殘好，直指現今某些
人不懂理智和思想，更舉例時下年輕人不
及上一代的尊重老人家，對家庭觀念亦轉
淡。

「佔中」問題已影響社會秩序，羅霖
說：「年輕人要想清楚，他們是未來的社
會棟樑，若然香港有內傷，要加倍努力才
會復原。」曾任空姐的羅霖指自己到過世
界各地不同地方，香港始終是她最喜歡的
城巿，她說：「香港這麼細小的土地，全
世界人也認識，任何東西也可以買到，我
們要好好珍惜這片土地，別弄得過於動
盪。」
主力幫助內地貧窮學童的陳玉蓮，透露

過去9個月時間在雲南工作，她說：「現在
正協助5位有需要的山區學生到廣東生活，
教他們日常生活及文化，我們會提供資金
給學生的家人，培養他們對未來要抱有有
希望。」陳玉蓮稱幫助的小朋友介乎12至
17歲的女生，當中大部分是孤兒或家庭有
嚴重的經濟困難，希望在小朋友的反叛期
時灌輸正確的知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勵志電影
《爭氣》慈善首映禮，前晚假九龍灣展貿
舉行，出席嘉賓包括杜琪峯（杜Sir）、何
超儀、龔慈恩與女兒、一班藝進同學會藝
人出席外，陳奕迅亦有前往捧場，不過他
事先講明不做訪問，影完相即匆匆入場。
杜Sir表示是劉德華給他看這齣電影的，
看完覺得很感動，令他知道甚麼是真、
愛，由於「得生團契」的會舍將成立，於
是就向華仔提議搞慈善首映進行籌款，他
又認為成立了廿多年的「藝進同學會」支
持福音戒毒是沒有錯。
大讚該片導拍得好的杜Sir，自言不懂拍

這類電影，說到他可與導演合作，找巨星
演出？他說：「就算請來巨星演員也未必
好，因為今次拍的都係真人真事，我睇得
好感動，睇完仲感動到喊，喊完都係開心
嗰種。」對於香港近日的「佔中」問題，
杜Sir說：「世界不停咁轉，不停咁走，等
大家自己決定點做啦。」

何超儀透露近日正忙於十一月中推出的
新唱碟，稍後將會去北京拍攝唱片封面，
會以搖滾形象示人。她表示已經年多沒有
出碟，而今次自己亦有份創作，她說：
「我填咗一首國語詞，首歌係講一個狂迷
對偶像嘅嘢，(你試過追星做狂迷？ ) 細個
好迷麥當娜，知道她嚟香港即刻走去酒店
等，不過等唔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Big 4的
許志安(安仔)、張衛健（Dicky）、梁漢文
（Edmond）、蘇永康（阿公），以及雷
頌德（Mark），昨日到觀塘出席《香港
男仕健康學會5人足球友誼賽》。
對足球一竅不通的阿公，賽前已揚言是

來拖累隊友的，雖然Edmond射入三
球，可惜仍不敵醫生隊，最後醫生隊以9
比6獲勝。
昨日五人又獲委任為大使，推動香港年

輕及壯年男士關注健康，記者會上被問到
關於大腸癌的知識時，五人你推我讓，之
後再問到他們覺得痔瘡與大腸癌可有關
係？四人一致推薦安仔回答，不過安仔最
終都是答錯。
五人受訪時，被問到可有痔瘡問題？五

人即大笑，安仔表示這問題交給Dicky答
最好，Dicky就反問唔痛及沒出血算不算
有痔瘡？他又稱他們之中是阿公第一個苦
口婆心叫他們去驗直腸的，因為對方的媽
媽曾患大腸癌，但很遺憾至今仍未去驗，
故打算與Edmond今年去驗。安仔就插
嘴說：「再過多幾年你哋唔使去驗，我就
驗咗喇，驗身係啱嘅。」問到是否做婚前
檢查時驗的，安仔則笑而不語。

梁漢文被笑前列腺分叉
阿公表示因家母05年曾患大腸癌關

係，所以每年都會去驗，加上男士是家庭
的經濟支柱，健康是很重要的。Dicky亦
很認同阿公的說法，覺得男人往往為了賺
錢而忽略了自己的健康，照顧家人當然重
要，但要有強勁臂彎才能照顧家人。Ed-
mond亦有感而發說：「因為我哋咁多個
屋企人都發生過事，明白身為病人家屬的
感受。」

已踏入中年的Big 4及阿Mark，被問
到可有遇到男人病的問題？Dicky即反
問：「男人病係咩？我連前列腺喺邊都唔
知。」身旁的阿公即指住Dicky條頸笑
說：「喺條頸度！」Edmond就搞笑指是
在手掌上。阿公就望着他的手掌說：「你
條前列腺分叉。」Edmond就回應：「要
搵蘇民峰睇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阮兆祥（祥仔）
將於11月21日假灣仔伊
館舉行一連三晚棟篤笑
《2014硬食博覽》，昨
日祥仔化身「四點鐘許
Sir」開記招宣傳，除獲陳
志雲出席支持外，關菊英
及陳敏之亦以神秘嘉賓現
身，二人又送上香吻，祥
仔更問敏之可否「脷疊
脷」，嚇得剛為人妻的敏之說：「我應該唔得。」
對於菊姐及敏之突然現身，祥仔表示私底下經常食飯見

面，但就無聽聞她們會來，令他感到友情的存在。昨日神
秘現身的敏之，表示事前祥仔是不知道她們會到場的，而
稍後她亦會偕同老公去捧祥仔場，希望祥仔的棟篤笑成功
及賣個滿堂紅。新婚不久的敏之，表示近日都忙於28號開
張的曲奇餅生意。問到是否忙到無時間「造人」？她笑
道：「唔會係今年囉，因為又要拍劇，隨緣啦。」

Big 4 雷頌德健康知識貧乏
蘇永康苦口婆心勸人驗腸

杜琪峯睇勵志電影感動到喊

Stephy生日小方無表示

羅霖批新一代家庭觀念薄弱

阮兆祥
化身「許Sir」開記招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梁靜
儀）鄭欣宜昨
日到海洋公園
出席加盟星娛
樂記者會，同
公司的師姐關
心 妍 亦 有 現
身，並送上一
個模型屋給欣
宜，表示會視
她為一家人及會好好保護她，令到欣宜感動得眼濕濕，
而欣宜的新舊老闆亦有前來撐場。
欣宜表示入行六年，加入樂壇有四年，為了令大家接

受她，一直都聽話，公司要她減肥就減肥，唱慘情歌就
唱，但現在想將真實的自己帶給大家。問到新公司可有
叫她減肥？欣宜說：「唔要，我亦領略到無論點樣，都
瘦唔過及靚唔過其他人，所以只會做好自己，我又唔會
唔做運動，都有行山同游水。」
另外，何哲圖被問到旗下女歌手吳若希(Jinny)與男生

的咀嘴相，以及多年前拍的三點式泳照近日在網上瘋
傳，何哲圖表示亦有問過Jinny此事，她表示三點式照是
年輕時貪玩，由一個攝影師朋友替她影的。至於Jinny與
男生的咀嘴相，他相信是她的前度男友。

欣
宜
簽
約
新
公
司
回
復
真
我

本屆電影節開幕式選擇在西安著名的明城牆
大南門舉行，當晚夜色中的古城牆上燈火

輝煌，身穿仿唐服裝的演員輕歌曼舞，讓現場的
很多電影人恍惚間感覺似乎一下子「穿越」到了
唐朝。
開幕式舉行前，各國嘉賓及電影人在身穿唐朝

服飾的「鴻臚寺官員」、「侍女」、「引者」等
的帶領下走過象徵尊貴的「御道」，感受陝西濃
郁的唐文化和在這裡曾經締造的千年傳奇。本屆
電影節形象大使閆妮身穿一襲黑白長裙亮相成焦
點。
開幕式上，閆妮、蘆葦、刁亦男、盧奇及法國
導演讓馬克等嘉賓先後登台與觀眾共話絲路電
影，受到熱烈歡迎。

主題影展展現絲路風情
首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共徵集到了來自俄羅

斯、印度、哈薩克斯坦等26國的187部參展電影
作品。最終，確定了其中的147部電影作為展映
影片，將在電影節期間在西安20家三級以上商業
影院展映。其中，將有41部電影入圍評獎。
屆時，觀眾可以在西安的各大影院欣賞到

《胡桃夾子》、《卡門》、《蝴蝶夫人》、
《圖蘭朵》、《納布科》、《女王》等多部平
時極難進入商業院線的國外電影，感受絲路各
國的文化風情。電影節期間主辦方還組織了西
部電影經典回顧展、印度主題電影展、俄羅斯
主題電影展、韓國主題電影展、中西亞主題電
影展、美國主題電影展等豐富的影展活動。其
中，西部電影經典回顧展不僅將回顧包括《紅
高粱》、《老井》、《人生》、《孩子王》等
多部西部電影經典作品，還將展映講述西安人
身邊故事的《老腔》、《白鹿原》、《九號女
神》等影片。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內地唯一參加奧斯卡，角

逐「最佳外語片獎」的《夜鶯》也將在本屆電影
節展示。
據陝西新聞出版廣電局副巡視員閆超英介紹，

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作為繼上海、北京國際電影
節後中國又一個國際性、綜合性、固定性的大型
電影對外交流活動，將為中國與世界各國的電影
文化交流和推動中國電影走出去搭建新的國際平
台。
除了閆妮、張嘉譯等陝西本土電影人，首屆絲

綢之路國際電影節還
邀請了國際著名導演奧利弗．斯通，在柏林電影
節斬獲「金熊獎」的《白日焰火》導演刁亦男，
著名導演周曉文、章明，老一輩表演藝術家陶玉
玲、辛明攜夫人宋曉英，著名演員王學圻、侯耀
華、張豐毅、劉佩琦、孫維民等，可謂大腕雲
集。

侯孝賢張國立相聚福州
此外，講述頗具地方特色的電影《老腔》劇
組，已故的著名導演吳天明醞釀多年的感懷言志
之作《百鳥朝鳳》劇組，還有以紀念毛澤東誕辰
120周年為主題的《黃土情》劇組，以及取材於
「止殺東歸」的《止殺令》，深受影迷喜愛的
《畫皮2》劇組等100多個電影劇組都將在本次電
影節期間亮相。
而首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福州分會場啟動儀

式前日在福建大劇院隆重舉行。啟動儀式上，參
加展映活動的電影《天使高校》、《伊犁河》、
《下西洋》等劇組上台與觀眾見面。著名導演黃
建中、侯孝賢，著名編劇鄒靜之、演員張國立也
先後上台和觀眾見面。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王明楊王明楊 西安報道西安報道））首屆絲綢之路首屆絲綢之路

國際電影節前日在西安開幕國際電影節前日在西安開幕。。陝籍著名演員閆妮陝籍著名演員閆妮，，以及以及

《《白日焰火白日焰火》》導演刁亦男導演刁亦男、、法國導演讓馬克等紛紛前來法國導演讓馬克等紛紛前來

助陣助陣。。而在未來的而在未來的44天時間裡天時間裡，，來自來自2626個國家的個國家的147147部部

展映影片展映影片，，則讓古城西安市民大飽眼福則讓古城西安市民大飽眼福。。

首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西安開幕

■張國立(左)偕編劇鄒靜
之走紅毯。 中新社

■■開幕式上的演出展現出
濃濃的絲路風情。胡皓 攝

■杜琪峯與何超儀齊捧《爭氣》場。

■鄭欣宜(左四)昨日到海洋公園出席加
盟星娛樂記者會。

■陳玉蓮(左一)、羅霖(右二)與張苡澂(右一)
等共同出席以表支持。

■關菊英及陳敏之向阮兆祥送
上香吻打氣。

■Big 4與雷頌德獲委任為大使，推動香港男士關注健康。

■Stephy現場親手弄製
食物糌粑。

■■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福州分會場啟動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福州分會場啟動
儀式則在福建大劇院舉行儀式則在福建大劇院舉行。。 中新社中新社

■■電影節形象大使電影節形象大使、、演員演員
閆妮由身穿唐朝服飾的工閆妮由身穿唐朝服飾的工
作人員帶領亮相開幕式作人員帶領亮相開幕式。。

新華社新華社

■■當晚西當晚西
安南門上安南門上
演了仿唐演了仿唐
迎賓式迎賓式。。


